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232 我們的那時此刻 楊力州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709 兩岸文創藝術聯展作品集. 2016 朱文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716 視覺設計 朱文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417 排球選手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目標取向與運動表現之關係研究黃淑玲著 平裝 1

9789869213424 羽球課程涉入程度、體驗價值與學習滿意度、再修課意願之關係研究李建霖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802 Top人氣食譜: 元氣滿分便當菜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674 好開心的小白魚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2681 小企鵝逛百貨公司 坂崎千春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2698 小企鵝勇闖遊樂園 坂崎千春編著 精裝 1

9789869280778 吃對食物 養好肺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靝巨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6-10-03)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50701~10509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30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憙田企業



9789869280785 吃對食物 養好肝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603 變色龍探索世界的顏色 Anita Bijsterbosch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4610 海馬爸爸找寶寶 Anita Bijsterbosch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4627 大家都在打呵欠 Anita Bijsterbosch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4634 名著大家讀: 世界偉人傳記15篇 西本雞介, 早野美智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641 產後調理新指標: 素食媽咪最愛月子餐100道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672 超級英雄特攻隊 林佳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6637 養出百分百聰明健康寶寶的450道嬰幼兒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644 遠離過敏原!安心吃不過敏的寶寶飲食宜忌 樂媽咪孕婦產育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651 低糖低油好健康!寶寶專屬的輕口味飲食宜忌 樂媽咪孕婦產育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668 名著大家讀: 星座神話故事20篇 西本雞介監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682 爸爸專賣店: 還是我的爸爸最好! Sanne Miltenburg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9118 孕期營養全指南: 孕媽咪最愛100道養胎纖瘦素食餐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125 產後調理新指標: 享瘦月子主食、湯品100道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336 孕產婦健康飲食運動寶典: 給新手媽咪最貼心實用的全方位照顧樂媽咪孕產育專業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919 周易古占筮法 郭和杰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908 Chro ma tose: the cult of color Jesse Smith[作]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Galerie F&F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栢爾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Clandestine Republic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614 二十四分之一的殘影 謝孟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0906 不浪漫的法國 謝芷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82 新詩十九首: 時間筆記本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40 新詩十九首: 時間筆記本 楊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999 曾經的年代 歐陽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02 世界的聲音: 陳黎愛樂錄 陳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19 寂光與烈焰 成英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19 寂光與烈焰 成英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26 一個兄弟 兩個故事 紀蔚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57 詩人的黃金存摺 楊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64 現代詩完全手冊: 為何讀詩、如何讀詩 楊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71 有的記得,有的忘了 周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88 惜別 止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095 水顫 梁靖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01 群蟻飛舞 沙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25 我的九個廚房 丘彥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32 戴美樂小姐的婚禮 王定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149 心愛的無緣人 邱祖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00 1981光陰賊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justwrite手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9789869315807 手寫好行: 葉書迷你帖 葉曄作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733 平民股神蘇松泙. 2, 不蝕本實戰操作 蘇松泙著 增修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740 權證小哥贏家的智計 權證小哥著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7283757 終結零存款: 上班族這樣存,不靠老闆照樣年年加薪郭莉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107 奇蹟心旅: 通往喜樂的21堂課 許自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9138 莎拉的白魔法: 吸引力法則的不二法門,有一顆正向的心才會心想事成伊絲特.希克斯(Esther Hicks), 傑瑞.希克斯(Jerry Hicks)著; 邱俊銘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9145 莎拉的白魔法. 2: 善用吸引力法則的正向心念,一切逆境都有轉機伊絲特.希克斯(Esther), 傑瑞.希克斯(Jerry Hicks)著; 邱俊銘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9152 終極旅程: 出體探險家的靈界異聞錄 羅勃.蒙羅(Robert Monroe)著; 徐國振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921 巒群布農語簡易詞典 張玉發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822 臺灣太祖拳三戰基礎入門 陳重文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839 社政法典 張庭主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994853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358 從沒人理你,到人人挺你!巧妙操控97%人心的暗黑心理學羅密歐.羅德里格斯二世(Romeo Rodriguez Jr.)著; 蘇聖翔, 高詹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372 用可愛的波蘭陶器,打造日日美好: 百款溫暖的波蘭陶器介紹X34種迷人的食器活用方式鳴川睦著; 陳彥安, 高詹燦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524 幸福的道理. 卷四, 修身指南大學圖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555 韓國一貫道經: 昆水谷人法語輯 國際道德協會(一貫道)編輯室, 鄭志明, 林榮澤主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904562 生活易經. 卷三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579 一貫道藏. 史傳之部. 4. 白陽史紀 臺灣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820 蓉城舊事 蜀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0372 新加坡 新山 民丹島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張雲清翻譯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518 沖繩Best Spot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 江思翰, 廖晟翔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549 富山.立山黑部.五箇山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鄧宜欣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556 巴黎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江思翰翻譯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610563 瀨戶內海.倉敷.尾道.廣島.宮島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武濰揚翻譯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八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起來



9789864610570 石垣.竹富.西表島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周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587 瑞士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張雲婷譯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594 京都大步帖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林信帆翻譯 修訂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654 「紅外線」紅透透: 未來生命科技的閃亮明星 謝凱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678 內科胸腔鏡教學圖譜 黃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64685 可吸收型PDO埋線拉提術教學 Lee WonSeok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8431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 李祥文著; 張琪惠譯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0117 糖的恐怖真相 南西.艾波頓(Nancy Appleton), G.N.賈可伯斯(G. N. Jacobs)著; 鄭淑芬譯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0124 益生菌是最好的藥 馬克.布魯奈克(Mark A. Brudnak)著; 王麗譯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5993 吳九箴觀照筆記: 大腦修改一個參數,你的苦就能減三成吳九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49840 盜天 紅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0101 大巫師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力大圖書



978986403012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0149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0156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0170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0187 妖道至尊 我本純潔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0439 紈褲毒醫 晨光路西法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0453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0460 逆蒼穹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048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049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051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052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0569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0576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062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0743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0750 超級醫神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864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865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82157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2164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2416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83956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3963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3970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3987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367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468368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468369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4682775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332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683505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84472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4434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4441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5004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4724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4731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8474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84328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433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434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435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437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453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684540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455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68456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468457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4684618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465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469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4700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4717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476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620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8479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8621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84823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4830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5813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5820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5837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5844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585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86468586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86468587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86468588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4685899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5905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5912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5936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5943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5363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5929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504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85066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6148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5134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5950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5967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599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600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601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6025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5233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527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538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539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5400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641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648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649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650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541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542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543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646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647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6391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640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5448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5455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5462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637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6384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6360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5479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5486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5493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6339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6346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6353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5509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5516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5523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5530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554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85554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8556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85578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5585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5592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5608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5615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5622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5639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5646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5653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5660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5677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5684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5691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5707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5714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5721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573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68574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68575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68576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68577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578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5790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580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6032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6049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6056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608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68711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68712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686094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8713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714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610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468611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468715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468716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468717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4686124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7183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719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7206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7213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722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8613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642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643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644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645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6155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86162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87237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7244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87251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86193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726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727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617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618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623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624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625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626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627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628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5927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629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761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7626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7633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6308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6315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6322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8651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68652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68653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6544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6551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656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87442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686575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6582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6599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6605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6612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662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663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664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665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6667 焚仙聖記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6674 焚仙聖記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6681 焚仙聖記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6698 焚仙聖記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6704 焚仙聖記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6711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6728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6735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6742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6759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6766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6773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6780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6797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6803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6810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682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683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6841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6858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686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687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688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6896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6902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6919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6926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6933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6940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468695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468696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468697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468765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468766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468767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468768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4686988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6995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7008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7015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7022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7039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7046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705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7060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707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708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783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784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7091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8710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7855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87862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8729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68730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68731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68732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68733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68817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68818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68819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68820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687343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7350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7367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7695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7701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7718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737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738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739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821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822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823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7404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741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742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8142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8159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7459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7497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7503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7510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7466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7473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7480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752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8754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755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756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757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758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759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7602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7732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68775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468776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468777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87787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87794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87817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782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7879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7886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7893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7909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7916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7923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7930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794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7954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7961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797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798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7992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8005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8012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802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803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804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805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8067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8074 焚仙聖記 一紙虛妄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8111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8128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824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825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826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8827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8828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8829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8302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8319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8326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8333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8340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8357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8364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8371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8388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8395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8432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8463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8470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8487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8494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8500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8517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8524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8531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8548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8555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860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861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8722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8739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875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4688760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880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888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8937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898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9026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9125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9170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928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68933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9736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39874 鋼琴表演藝術 謝朝鐘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939881 鋼琴表演藝術 謝朝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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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5138 學佛疑釋. 第一集 聖開導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05145 學佛疑釋. 第二集 聖開導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152 學佛疑釋. 第三集 聖開導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176 幸福之音. 第十八集, 希望人人都覺悟 聖開導師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190 人乘佛教法統: 心法之要 觀照寂光: 二0一五年十月十一日於美國加州北嶺佈教所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140

送存冊數共計：379

九宮文化



9789865705206 一真法界: 二0一二年五月十日於臺灣臺南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837 一本就能Hold住工作、享受生活的情境英語Email寫作書力得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44 開啟生活主題字彙聯想力 力得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51 Smart外交英語: 從中西諺語的文化交流開始 詹宜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68 會賺錢的貿易英文: 用Smart慣用語跟老外這麼說,賺錢有效率邱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875 開啟職場主題字彙聯想力 力得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82 拯救你的英檢聽力!四週勇闖英語檢定 常安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9899 哈佛高材生的英語寫作筆記 Nipa W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605 琅琅上口的流行英文歌曲: 我是文法書! 陳儀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612 英文文法的奧秘 孟瑞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629 學校沒有教的「髒」英文 欒復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636 Easy & Basic餐飲口說英語 林書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643 影響力字彙 洪婉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650 現學現用的Smart網購英文 蘇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667 文法俏佳人 邱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674 圖解介系詞、看故事學片語: 第一本文法魔法書趙婉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681 時尚秘書英語 黃予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819 與癌共存 徐克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826 蔬果歲時記 焦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力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000 征服西伯利亞: 從葉爾馬克到白令 M.H齊保魯哈著; 楊海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2048 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 王中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2055 臨界點: 中國「民謠-搖滾」中的「青年主體」(1986-2015)王翔作 平裝 1

9789869282079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最後抒情?: 閱讀林婉瑜 徐秀慧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274 甲戌本石頭記中的精靈: 用移動方法捕捉紅樓夢的精靈神奇寶貝芻議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800 遠古空中霸王: 翼龍 艾德娜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2895 全球化的故事: 商人、傳教士、探險家與戰士如何形塑今日世界納揚.昌達(Nayan Chanda)著; 劉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01 案發現場: FBI警探和數學家的天作之合 齊斯.德福林(Keith Devlin), 蓋瑞.洛頓(Gary Lorden)著; 洪萬生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18 我的十堂大體解剖課: 那些與大體老師在一起的時光何翰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25 少女革命: 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 施舜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32 基地帝國: 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 大衛.凡恩(David Vine)著; 林添貴譯 平裝 1

9789865842949 素顏の孫文: 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 橫山宏章著; 李雨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56 奧運的詛咒: 奧運、世足等全球運動賽會如何危害主辦城市的觀光、經濟、環境與長期發展?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著; 梁文傑譯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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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力新國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人間



9789865842963 里約熱內盧: 陽光、森巴、基督像背後的危城真面目茉莉安娜.芭芭莎(Juliana Barbassa)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70 不平靜的河流: 沿著中韓邊境的奇幻旅程 楊猛著 平裝 1

9789865842987 不該被殺掉的微生物: 濫用抗生素如何導加速現代瘟疫的蔓延馬丁.布雷瑟(Martin J. Blaser)作; 廖世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994 緬甸: 一個徬徨的國度 班尼迪克.羅哲斯(Benedict Rogers)著; 譚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5300 無國籍 陳天璽著; 馮秋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48630 輕鬆讀三國: 對字,多一點感覺!. 3 黃秋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347 進可成事,退不受困: 薛仁明讀史記 薛仁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00673 瞻對: 終於融化的鐵疙瘩 阿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697 三國成語攻略: 對字, 多一點感覺. 4 黃秋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10 天人之際: 薛仁明讀史記. 2 薛仁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10 天人之際: 薛仁明讀史記. 2 薛仁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27 雙城喜劇 周丹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58 長跑少年 張英珉著; 吳嘉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65 心靈魔方 薩芙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72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 聶魯達著; 陳黎, 張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89 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 蔡素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19 船長的詩 聶魯達(Pablo Neruda)著; 陳黎, 張芬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206 河婆傳說 劉毓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力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九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065 好棒的寵物 露易絲.佛修(Louise Forshaw)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058 好棒的蛋糕 露易絲.佛修(Louise Forshaw)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072 灰姑娘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089 小紅帽 娜塔莎.羅森伯格(Natascha Rosenberg)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096 長髮姑娘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102 森林王子 米莉亞.伯斯(Miriam Bos)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119 形狀變變變! 李紫蓉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126 我好餓啊! 李紫蓉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133 好棒的聖誕節 安琪.羅森拉(Angie Rozelaar)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140 傑克與魔豆 娜塔莎．羅森貝爾格(Natascha Rosenberg)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9789862123157 胡桃鉗 唐.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3021 看話參禪: 從止觀、心性、般若波羅蜜談看話禪鄭振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038 佛陀教學的智慧: 當好老師必修的7個教育學分 楊婷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045 我是如何拯救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復興血淚史-護法大士傳記僧護居士著; 劉宜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052 覺知生命的7封信: 放下人生7大重擔的啟示 焦諦卡(Sayadaw U Jotika)著; 果儒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322 田園: 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零雨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小書房

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402 安平兮烏龍船長 謝銘祐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6065 旅遊日語這樣說 正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089 這些湯徹底改變了我. 5, 全球華人最愛的60道靚湯吳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096 這句中文的英文到底怎麼說 蔡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19 滾輪客玩法：讓你從北海道一路瘋到九州 柴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19 滾輪客玩法：讓你從北海道一路瘋到九州 柴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33 遊．精彩台北 林廖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220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科比.亞瑪達文; 掃把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238 尚書考詮 姜文奎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334 新聞日本語 王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三川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大創意



9789866140341 悅讀樂寫: 中文閱讀與書寫讀本 黃靜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90978 好吃又好玩的夜市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0985 小湯姆海邊遊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0992 小蝸牛要回家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5805 小湯姆想要變鱷魚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527 Day Trader匯市勝訣: 70天70%年率投資報酬率大披露賴峰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34 策天六爻名師解卦. 三 文墨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41 策天六爻名師解卦. 四 文墨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58 文王卦大師教學秘笈 文墨龍, 張恩和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65 奇門秘竅遁甲演義符應經 甘時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72 六柱十二字推命法 文衡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89 玄空大卦些子法真訣 余勝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458 V.K克Our Story鋼琴譜集 V.K克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巨人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牛津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4174 女人向左走 男人向右走: 原來你這樣想,我都不知道尹錫美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34 職場前輩不會教你的工作術: 職場前輩不會教你的18個工作技巧金華東著;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41 受傷的勇氣 李承珉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72 因為妳,夢想啟動: 菜鳥老爸追夢記 宥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89 Tokyo Style日常東京 都築響一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96 東京閱讀男女 新井一二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02 生活洗劑: 過去使用太多化學清潔劑了 F book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57 孩子說,來對了非洲 梁姬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88 美食魂: 全世界都是我的餐桌 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95 活用一輩子的資訊筆記術 奧野宣之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518 改過自新學英文: Anna和媽媽一起學英文 Ellie Oh, Tasia Kim, Lilly Choi著; 劉怡寧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4395 生命之軸: 三宅一樹個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59301 唐代文學史 盧盛江, 盧燕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123 中國近代史概要 蕭一山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0659 美學四講 李澤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789 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余英時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871 現代小說論 周伯乃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925 三遂平妖傳 羅貫中編次; 馮夢增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970 實用書簡 姜超嶽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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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未來耿畫廊



9789571461014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三冊 李福鐘, 古偉瀛, 王世宗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137 大衛.奧格威 張燕風著; 簡漢平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229 莊因詩畫. 二 莊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373 三國人物與故事 倪世槐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441 樂於藝 劉其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472 新譯劉禹錫詩文選 閻琦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496 工程與法律的對話 李家慶主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502 7-Eleven創辦家族 唐念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519 旅運經營與管理 張瑞奇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526 民法債編總論實例研習 陳啟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533 表達的藝術: 修辭二十五講 蔡謀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540 行政學 吳瓊恩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1557 凱迪克 郭怡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564 民權初步 孫文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1571 鄧肯 李民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588 樂高父子 郭怡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595 格林兄弟 胡其瑞著; 林欣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601 手塚治虫 李寬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618 盛田昭夫 陳景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625 老眼不昏花: 銀髮族的視力保健 劉瑞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632 新譯徐渭詩文選 周群, 王遜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649 新譯儀禮讀本 顧寶田, 鄭淑媛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656 布列松 陳佩萱著; 放藝術工作室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663 喬治.伊士曼 唐念祖著; 劉向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670 不歡迎大象 麗莎.曼徹芙文; 俞泰恩圖; 胡培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687 嶺深道遠 莊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694 新譯方苞文選 鄔國平, 劉文彬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724 土木施工法 顏榮記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1748 國際貿易實務新論 張錦源, 康蕙芬著 修訂十五版 其他 1

9789571461793 寫作零極限: 學測國寫模擬訓練題庫 涂玉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823 刑事訴訟法論 朱石炎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1861 民法債編總論 楊芳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139 我是天才小畫家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著 其他 1

9789869164139 我是天才小畫家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著 其他 1

9789869164146 GIMP影像繪圖魔法師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著 其他 1

9789869164146 GIMP影像繪圖魔法師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1123 大同大學尚志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一屆 葉隆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130 大同大學尚志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二屆 葉隆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147 大同大學尚志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三屆 葉隆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154 大同大學尚志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葉隆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161 大同大學尚志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葉隆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1185 大同大學領航者: 林挺生校長 何明果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0928 絕代明妓李師師 張雲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980 漢武大帝 張雲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同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小石頭文化



9789864020997 清朝原來是這樣 羅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69 會變臉的天空 哈皮樂團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376 美麗的季節 哈皮樂團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383 郊外的小路上 哈皮樂團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390 外面的世界 哈皮樂團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406 一個人的微湖閘 魏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13 跛足之年 弋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20 旦角 喬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37 規則人生 滕肖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44 神媽 李師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51 懷雨人 弋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68 變形魔術師 李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75 中國神話故事 喻聖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82 中國歷史故事 喻聖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499 成語故事 劉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505 木偶奇遇記 卡洛.科洛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512 吹牛大王歷險記 拉斯伯.畢爾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529 史記故事 范支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536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海倫.凱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543 尋找艾薇兒 蘇蘭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550 中國與非洲 王四法, 王成安作; 王國振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21567 中國與非洲 王四法, 王成安作; 王國振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21574 中國與非洲 王四法, 王成安作; 王國振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21581 中國與非洲 王四法, 王成安作; 王國振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21673 中國與非洲 王四法, 王成安作; 王國振譯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21598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21604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21611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21628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21635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21642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21659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21666 抗戰與文藝 呂章申主編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21680 百家姓 姚忻儀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697 千字文 姚忻儀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703 笠翁對韻 姚忻儀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710 幼學瓊林 姚忻儀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727 聲律啟蒙 姚忻儀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734 增廣賢文 姚忻儀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4021901 秦朝原來是這樣 醉罷君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918 明朝原來是這樣 張嶔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618 正法念處經偈釋 白雲老禪師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9308625 楞嚴經決疑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9308632 金剛經集義 白雲老禪師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08649 雲水悠悠 白雲老禪師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9308656 禪行者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702 傳說中的螢光貓 阿德蝸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719 搗蛋鬼倒大楣 陳可卉文; 施姿君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43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兵



9789865641726 颱風的生日禮物 山鷹文; 張倩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733 老鼠娶新娘 可白文; 葉懿瑩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526 蘇菲的小擔心 黃寶萱文; 陳硯耘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5359 多重人格的天賦力量 田坂廣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366 挑戰!我要成為動畫師 Aristo作; 金太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434 假面飯店: 前夜 東野圭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465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425472 穀倉效應: 為什麼分工反而造成個人失去競爭力、企業崩壞、政府無能、經濟失控?吉蓮.邰蒂(Gillian Tett)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5496 Safe&Out堅持.與自己對決的勇氣: 那些棒球教我們 關於挫敗與態度的故事尤志欽等著 平裝 1

9789863425519 祛寒,吃薑,有技巧喝水 Dr.井奧這樣做, 擺脫30年頭痛井奧昇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571 我不想坐在椅子上 戴爾芬.佩雷(Delphine Perret)作; 吳岱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588 一支筆就能寫!手寫英文藝術字 彭冠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601 如果,愛能不寂寞 許皓宜著 平裝 1

9789863425618 讓男孩們瞬間戀愛的韓系好感妝 閔賽倫著 平裝 1

9789863425625 譚敦慈的安心廚房食典 譚敦慈著 平裝 1

9789863425632 妄想BL料理擬人. 日本料理篇 尤石馬, 阿薑, 絢日著 平裝 1

9789863425656 恐龍當家: 電影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溫力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663 恐龍當家: 故事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溫力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670 長腿叔叔 Jean Webster原著; 曾詠蓁改寫; 橘少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687 我不喜歡這世界,我只喜歡你 喬一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作家文窗出版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9789863425694 12週體內革命 糖尿病可以復原: 預防.控制.逆轉 哈佛糖尿病權威三效重置計畫金良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700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3425717 大師經典: 時代紐約 羅賓森(Robinson)著; 呂奕欣譯 精裝 1

9789863425724 大師經典: 時光巴黎 羅賓森(Robinson)著; 呂奕欣譯 精裝 1

9789863425731 動物方城市: 故事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黃黎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5748 動物方城市: 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黃黎光譯 精裝 1

9789863425755 動物通通逃走了 張東君作; 黃麗珍繪 精裝 1

9789863425762 脫不下來啊! 吉竹伸介著; 許婷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5779 彩色怪獸 安娜耶拿絲(Anna Llenas)作.繪; 李家蘭譯 精裝 1

9789863425786 彩色怪獸: 情緒著色本 安娜耶拿絲(Anna Llenas)作.繪; 李家蘭譯 平裝 1

9789863425823 解開生命之謎: 運用量子生物學,揭開生命起源與真相的前衛科學吉姆.艾爾-卡利里(Jim Al-Khalili), 約翰喬伊.麥克法登(Johnjoe McFadden)著; 王志宏, 吳育慧, 吳育碩譯平裝 1

9789863425830 希臘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5854 阿爾卑斯山的少女海蒂 喬安娜.史畢利原著; 曾詠蓁改寫; Cindy Yang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861 妄想BL料理擬人. 韓式料理篇 月輪桃子, 小黑豹, 絮丹著 平裝 1

9789863425878 心靈學校. 5, 其實我有話想說! 金玟姬文; Dodo圖; 陳建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885 美字工學: 鋼筆字冠軍教你寫一手好看的字 葉曄, 楊耕作 平裝 1

9789863425892 寫出安定的力量: 美字心經 李彧作 平裝 1

9789863425915 動物方城市電影設定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黃黎光譯 平裝 1

9789863425939 叢林的法則. 6, 紐西蘭 SBS<>製作團隊原作; 李政泰漫畫; 樊姍姍譯 平裝 1

9789863425946 外在,決定你的專業 上野啟樹, 俣野成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953 如何移動你的公車?: 輕鬆駕馭生活、工作的寓言,讓你找回熱忱、增加效率、提高績效、無往不利!隆.克拉克(Ron Clark)著; 何玉美譯 平裝 1

9789863425960 冰原歷險記笑星撞地球: 3D擴增實境APP互動電影書Carlton Books作; 蔡文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977 勇闖宇宙大冒險. 1 洪在徹作;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5984 我們只有10%是人類: 認識主宰你健康與快樂的90%細菌艾蘭納.柯琳(Alanna Collen)著; 鍾季霖譯 平裝 1

9789863425991 科學發明王. 11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004 傑米.奧利佛的超級食物 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著; 松露玫瑰譯 平裝 1

9789863426011 不失敗!真正超基本的烘焙書 <>月刊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028 愛料理特搜.112道常見食材料理 愛料理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035 看見能量,召喚無所不在的好運!: 帶來幸運的80張能量照!FUMITO著; 王慧娥譯 平裝 1

9789863426042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426059 整理,讓我脫胎換骨 林珮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066 學習效率超高!提升專注力的40個小祕訣 宋侖信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073 快樂王子與王爾德童話 奧斯卡.王爾德原著; 曾詠蓁改寫; 吳羚溦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080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426103 把你的名字曬一曬 張西著 平裝 1

9789863426127 用阻力,遇見更棒的自己 筋肉媽媽著 其他 1

9789863426134 安朵帶路 深遊巴黎 安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141 晴天雨天都好玩,定點親子小旅行 睡天使醒惡魔作 平裝 1

9789863426158 無主管公司: Google、Twitter、Zappos......都在用的新型管理,人人是領導,零管理反而更有競爭力、創造高績效布萊恩.羅伯森(Brian J. Robertson)作; 張正苓, 胡玉城譯 平裝 1

9789863426202 教育經濟學: 用「科學數據」破除教育迷思,培養孩子自制力、意志力與好成績!中室牧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226 我們都一樣: 致曾受傷的自己 唉鳳八著 平裝 1

9789863426363 海洋裡的小妖怪 齋藤洋文; 宮本悅良圖;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370 森林裡的小妖怪 齋藤洋文; 宮本悅良圖;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387 城市裡的小妖怪 齋藤洋文; 宮本悅良圖;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394 校園裡的小妖怪 齋藤洋文; 宮本悅良圖;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424 如何聊進心坎裡,讓人主動說出心裡話? 吉田尚記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462 做出第一眼抓住人心的好簡報 西脇資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479 我的啤酒享樂提案: 從100張插圖看懂品啤酒、買啤酒、釀啤酒的小知識伊麗莎白.皮耶(Elisabeth Pierre), 安妮羅爾.馮(Anne-Laure Pham)作; 施瑞瑄譯平裝 1

9789863426486 小狐狸與星星 柯洛莉.畢克佛史密斯(Coralie Bickford-Smith)著; 黃筱茵譯 精裝 1

9789863426493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郭迪文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26509 小熊維尼好品格故事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莊璧綺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426523 下一波生存者: 新通才 伊藤嘉明作 平裝 1

9789863426530 優秀的綿羊: 耶魯教授給20歲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威廉.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著; 章澤儀譯 平裝 1

9789863426547 贏在拖延術: 把拖延用在對的地方,反而讓你更有效率羅利.魏登(Rory Vaden)著; 林奕伶譯 平裝 1

9789863426554 廚房裡的美味科學: 把菜煮好吃不必靠經驗,關鍵在科學訣竅章致綱著 平裝 1

9789863426578 親愛的,讓我陪你走世界的傷 Yuc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585 夫妻這種病 岡田尊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592 藏在名畫裡的祕密 井出洋一郎作 平裝 1

9789863426745 讓孩子快樂學程式: 比積木更好玩,比外語更有用,全世界都在學!蔡淑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254 自行車健身全攻略 黃建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261 馬桶故事集: 歷史哪有這麼硬 賽賽主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285 馬桶故事集: 放過自己吧,猶如那一沖而逝的便兒賽賽主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292 問候自己,你好嗎 劉愛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08 有一種幸福叫淡定 無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15 把自己的人生做好、做滿 江語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22 第一千零一個堅強的理由: 有了嚮往,才有奮鬥的力量王悅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39 燦爛的笑容,幸福的智慧 江語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4466 Before & After: 解構文宣品設計準則 John McWade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4466 Before & After: 解構文宣品設計準則 John McWade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6330 一步一腳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李俊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897 舌尖上的旅行: 全球60道異國美食,家中好味上桌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965 做個幸福的人吧 吳知惠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989 拒當小白: 你打不破的職場潛則 陳乾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996 最完整中國自助旅遊全集. 2017 棕櫚樹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016 夠狠才夠MAN: 人生x職場x愛情,活出新男性 永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023 嘴炮管理學: 讚美、批評、回饋,主管一定要會的三大溝通技巧孫科柳, 王瑞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6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上奇資訊



9789863757030 跟Adobe徹底研究Acrobat XI Adobe Creative Team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7047 數位攝影輕鬆學: 完美構圖300例 佳影在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054 Sencha Touch程式理論與應用 陸凌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061 完美室內設計規劃: 使用3ds Max/Vray/Photoshop 劉剛, 丁鳴, 李慧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078 利用Corona一次開發跨平臺手機APP桌面程式 黃一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115 「喝」護: 四物.益母草,幫妳養顏、美容、抗老、瘦身郭雲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122 逆襲的音樂創作 爆音將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7146 Windows Apps 程式設計開發實戰：使用HTML5+JavaScriptChris Sells, Brandon Satro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153 Dreamweaver CS6教學範本 趙英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160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初學者的16堂課 王震寰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7177 Premiere CS6教學範本 嚴清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184 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MySQL實作 李春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191 程式邏輯訓練入門與運用: 使用JAVA SE8 李春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245 從小就會穿衣服: 家中寶貝穿搭造型Book 王慶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252 跟Adobe徹底研究Illustrator CC Brian Woo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269 Excel 2010教學範本 洪錦魁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7283 使用Linux動手打造企業E化環境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290 跟Adobe徹底研究Premiere Pro CC Maxim Jag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306 輪.轉夢想: 騎車到倫敦,為青春踩下絕美風景 727車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313 Windows市集應用開發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及XAML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320 Windows市集應用開發設計: 使用C#和XAML 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337 不懂讚美,你就自己做到死: 肯定部署是主管最重要的必修課孫科柳, 李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344 說男不難: 挖出男人內心真實想法，才能對症下藥薛好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351 小心!高血壓: 飲食X中醫X居住X運動,四合一降壓指導書　胡大一, 仝其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368 大驚!眼淚可以治病: 150則讓人拍案叫絕的冷知識王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375 在沙漠走跳的五星級飛傭: 空姐的工作x心情x玩樂繪憶錄莊荏文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7382 我用LinkedIn找到高薪國外工作 Hank Chin, Spencer Chang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7399 為親愛的妳補補身: 100道經、孕、產、乳調養食譜劉建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405 我在左岸喝咖啡: 從生活中品味歐洲文化 張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412 程式設計Visual Basic 完整開發應用 賴榮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429 程式設計Visual Basic開發實例入門 吳燦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436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5使用VB 2013 李春雄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7443 解析!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 梁采汝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7450 學C語言從玩NXT樂高機器人開始(使用NXC) 李春雄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7467 甜點.筆尖.圓舞曲: 畫出心中的夢幻下午茶 大瞿av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04 森系新娘造型聖經: 髮型、妝容、婚紗完全教戰指南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66 Excel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7573 攝影必修寶典: 經典風景攝影 Fun視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80 HDR職人後製技法全紀實 Rafael Concepcion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7597 就愛呷菜: 白菜蘿蔔,80道精選家常菜 王大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610 提分手的勇氣: 為什麼我們離不開討厭的人 加藤諦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627 攝影必修寶典: 單眼攝影實戰手冊 FUN視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634 鏡頭裡的小確幸。最強風景實拍完全手冊 都學寧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7641 動漫達人修煉術: 漫畫分鏡表現 Oran豬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57658 Office 2016商務實作與應用 鄭苑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665 Data Analysis Using Excel教學範本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672 大師薈萃: 經典藝術CG畫冊選輯 遊藝網編輯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689 BIG DATA KNOWLEDGE TODAY教學範本 SSE 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696 Excel辦公室報表完全指南: 財務.會計實用秘笈 楊小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702 Arduino開發設計解析手冊 程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719 資料庫管理與實務應用: 使用Access 2016 王安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726 Pro/Engineer Wildfire5-0基礎與典型案例解析 黃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733 馬雲談堅持: 進不憂,退亦不憂 桂千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740 又近又方便: 7-ELEVEN何能滲透你我的生活? 緒方知行, 田口香世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757 日本女醫教你按穴道,調身體: 肩頸酸痛X眼睛疲勞,一指搞定櫻月彩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764 在歐洲巷弄,生活 張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771 來去東京教中文: 華語老師的教學大冒險 樂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788 上海,絕代風華: 尋訪29處老建築,感受最道地的滬味密斯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795 茶言.觀色: 60款名茶品鑑.文化指南 雙福, 陳秀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818 李娜的網球回憶錄 李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801 醉美.葡萄酒: 文化、品酒、選藏全事典 姚汩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825 手機程式設計App: 使用AppInventor2中版介面輕鬆學李春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832 最新網際網路原理、應用與實務 陳德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7849 扣人心弦的攝影作品解密: 國際攝影師的告白 安娜.福克斯(Anna Fox), 娜塔莎.卡魯阿納(Natasha Caruana)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856 專業級動態網站開發部署及實例: .NET for Flash FMS張亞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887 訓練邏輯從學習樂高機器人開始 使用NXT-G 李春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894 SAS Knowledge Today教學範本(適用SiliconStone認證考試教材)SSE 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900 Maya建模與實戰應用解析 葉育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917 蘋果官方訓練教材: Pages、Numbers、Keynote Mark Wood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7931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2015 release) Jim Maivald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7955 電腦網路與通訊概論 榮欽科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7962 頂尖標識與導視設計作品精選集 度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979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Final Cut Pro X 10.1 Brendan Boykin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7986 馬上就會-會聲會影 秦邦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044 徹底研究ARM Cortex A9嵌入式系統設計 陸佳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2344 工作一定要用到的統計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著;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5612368 如何用牛仔褲換噴射機?: 沒上過課就能讀懂的經濟學,讓你的人生爽度(效益)達到最大滿足.王福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412 看得見的營養學 川島由起子著; 林思吟,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436 中醫調理聖經 史鎖芳著 平裝 1

9789865612481 全球教養聖經 馬克伍梓著; 李宛蓉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4

大是文化



9789865612504 有錢人看到的就是跟人不一樣: 一般人眼裡的消息、資料,有錢人怎麼看出「這則訊息跟賺錢有關」,有sop可學加谷珪一著; 邱惠悠譯 平裝 1

9789865612511 想有錢,一定要懂帳 今井猛作; 范志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12528 聽懂主管的暗示 濱田秀彥作;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5612559 Google最受歡迎的正念課 荻野淳也, 木蔵君子, 吉田典生作; 張婷婷譯 平裝 1

9789865612566 活色生香的希臘神話 夏若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2573 我買臺指期,管它熊市牛市,年賺30% 陳姵伊著 平裝 1

9789865612580 抄,是最好的獲利模式: 想原創?先抄就對了。但哪些要棄?大家看不出來又能創造獲利馬克.厄爾斯(Mark Earls)著;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865612610 韓國明星的身材救星: 核心伸展操 金燦五著; 林育帆譯 平裝 1

9789865612627 一個人的療癒 約翰.詹姆斯(John W. James), 羅素.傅里曼(Russell Friedman)著; 林錦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2658 成熟大人的回嘴的藝術 片田珠美作;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5612665 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 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曾慶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2672 選股的技術: 放長線還炒短線?指標大不同!日本首席分析師這樣看指標，大盤漲跌都能賺吉野貴晶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109 老厝阿嬷 嚴淑女文; 達姆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7130 兵工配件廠 林哲璋文; 陳維霖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0704 狐狸阿聰 王玄慧文; 陳品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728 在那年代的鬼怪 子魚文; Lin Lynnie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735 南方小島的故事 林鍾隆文; 王孟婷圖;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421 發聲與行動: 大學教師的學術勞動與性別運動 陳惠馨等作; 楊巧玲, 張盈堃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女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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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739 無印極簡風!新手皮革自學 SEIWA監修; 黃正由,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46 為禮物大加分!五花八門包裝術 宮田真由美監修;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53 不開刀不吃藥: 簡單6招,膝蓋自然不痛了! 戶田佳孝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60 一日多蔬湯料理 主婦之友社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77 五星主廚三明治 新大谷飯店監修;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84 一個人的幸福用餐時光 福田淳子著;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09 章魚燒機の百變料理 片山千惠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173 政府是人民的主人還是僕人?: 探討政治的哲學之路侯貝(Blanche Robert)等著; 廖健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113 翻譯教室: 自由、推理、激辨,東大師生的完美翻譯示範柴田元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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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833432 孫子兵法三部曲加一 李安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111 30天輕鬆學會詠春拳 梁旭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128 道家窖藏武功攝生秘笈 姜運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135 書法太極拳 范紫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142 新編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張存悌, 白龍, 趙文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秦

三悅文化圖書



9789863461159 武當養生筋經八法 岳武, 陳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166 少林衣鉢真傳 升霄道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173 手診.手法整骨: 診治骨關節脫位、半脫位、錯位趙玉學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180 龍形劍與八卦劍 賈寶壽, 侯介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197 劉鳳春八卦掌 史建華, 史學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03 練打暗器秘訣 金倜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10 氣功養生法解析 林書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27 最新日語常用漢字辭彙 夏建新等編; 彭曦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34 中草藥辨識圖譜與應用 謝明, 翟延君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496 佛法修證心要: 方便開示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717 禪關策進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786 三論玄義 隋慧日道場沙門吉藏奉命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809 學佛行儀 釋善因述 初版七刷 其他 1

9789865856823 無量壽經玄義. 2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6830 無量壽經玄義. 1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6847 無量壽經玄義. 3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536 魔法精靈智多星 林俊良文; 許瑞明圖 其他 1

9789869183543 魔鏡魔鏡變變變 陳麗鈴文; 楊雅婷圖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茶壺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乘定香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385 怪咖三人組. 3, 校園幽靈出沒! 麥可.佛萊(Michael Fry)著;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02 姆米谷彗星來襲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19 姆米一家與魔法帽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5154 X恐龍探險隊套書. 第一輯 李國靖, 阿比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6588 簡單做!超可愛一口壽司 松尾 由美紀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786 1876-1883年案件黃色臉孔(簡體字版)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丁凱特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816 水果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015987 X恐龍探險隊II. 第一輯 陳紹霖,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5994 戀上水果甜點 星谷菜菜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823 益智島探險趣 馬修･史考特作;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847 激鬥合成獸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854 MISSION100: 決戰魔人哥林哥林 華弘田繪馬作; 施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6861 我也會畫紙娃娃(簡體字版) 日光路作 平裝 1

9789863016878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6, 我的生活彩繪日記(簡體字版)糖果嗡嗡作 平裝 1

9789863016915 45歲退休,你準備好了?(簡體字版) 田臨斌著 平裝 1

9789863016939 你過的,是誰的人生?長出生命的內在勇氣(簡體字版)蘇絢慧著 平裝 1

9789863016946 你所相信的,決定了你的人生(簡體字版) 徐竹著 平裝 1

9789863016953 股市大贏家: 明牌藏在財報裡(簡體字版) 股魚著 平裝 1

9789863016960 卡內基溝通與人際關係(簡體字版) 戴爾.卡內基作; 詹麗茹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016977 成功有效的團體溝通(簡體字版) 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著; 詹麗茹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016984 如何停止憂慮,開創人生(簡體字版) 戴爾.卡內基著; 陳真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016991 味の料理研究室 古谷正江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眾國際書局

小麥田



9789863017004 這個三國不一樣: 桃園三結義 羅貫中原作; 宋道樹作; 梁善模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17011 益智島探險趣 環遊世界篇 安迪.彼得斯, 莉莎.雷根, 楚迪.韋伯作;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028 星星學園套書 阿雅佐作; 小善存繪; 黃正由, 陳政芬,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7042 中英雙語幼兒認知書(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7059 五代中醫: 食療自癒養生帖(簡體字版) 張維鈞著 平裝 1

9789863017066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887-1889年案件 希臘譯員(簡體字版)柯南.道爾著; 丁凱特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017073 海水正藍30周年紀念版(簡體字版) 張曼娟著 平裝 1

9789863017080 變種地震龍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103 MISSION100: 打敗鼻孔裡的惡魔 華弘田繪馬作; 施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7127 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簡體字版) Peter Su著 平裝 1

9789863017134 挑食美人計: 識食後的青春手札(簡體字版) 高銀燕著 平裝 1

9789863017158 蔬菜這樣吃最健康: 天然蔬食吃出神奇自癒力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017165 樓下的房客: 電影小說限定版(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9470 有一種心態叫放下全集 黃冠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84 一個人的快樂麵食趴: 輕鬆又簡單的獨享時光 市瀨悅子著; 劉季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91 不被癌細胞突襲的200種飲食對策: 天然食材驚人活用術,謝英彪教授教你排毒活血,防癌抗癌,全面提升免疫力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07 穴位完美配對按摩法: 名醫教你對症調養消百病紀清, 王桂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14 簡單,不簡單的好日子: 尋回失落的美好 孫大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38 緣來如此,第一次拜月老就上手: 環島月老靈廟 康瀞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45 中藥完美配對調理法: 名醫教你對症調養消百病紀清, 王桂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大都會文化



9789868888111 700億臺幣「好」生意: 激勵人心、解決問題、讓社會進步的CSR、行銷與社企賴治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3921 坎城廣告獎結案報告. 2009年 賴治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353 打造不受傷的身體: 運動防護員的十招萬用伸展操黃亦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60 醫海方舟 陳三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28 安逸是一種病: 那些比你晚睡又早起的人,早已走在你前方奧裡森.斯威特.馬登著; 李詩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35 不是我找到了對的人,而是我們找到了彼此。 東土大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42 我在山中遇見禪師 淨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66 重開機: 關掉情緒開關,找回無所求的心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73 我的人生與你何干: 學會享受生活,而不是受生活折磨包小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80 禪修的基本態度: 看清真相、不再動怒的禪修原則淨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3227 好奇心的幸福力量 陶德.卡什丹(Todd Kashdan)著; 譚秀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71 有時候.魔鬼是人之常情 漢斯.萊斯(Hans Rath)著; 張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88 辦公室靜心冥想的練習: 截斷壓力循環,讓頭腦暫時斷線,準備接收新靈感雪倫.薩茲伯格(Sharon Salzberg)著; 李芸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01 共享型企業: 同儕力量的覺醒與效應 羅賓.蔡斯(Robin Chas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18 當地球大人遇見小王子: 獻給你心中,沒有被地球人同化的小小外星人丁稀在,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游芯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25 量子觸療好簡單: 能量養生新趨勢,保健療癒自己來!理查.葛登(Richard Gordon)著; 蔡永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魚廣告網雜誌



9789865623432 遊戲改變世界,讓世界更美好! 珍.麥高尼格(Jane McGoniga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49 圖解手印療法: 平衡體內五元素,你的手指就是自己最強的健康調節器王慧芳, 迪帕克.杜德曼德(Deepak Dudhmande)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56 極簡富足: 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 戴夫.布魯諾(Dave Bruno)著; 王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70 瑜伽經白話講述. 三摩地篇 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487 生日塔羅密碼書:一次看懂人格牌、靈魂牌、陰影牌、流年牌,認識你的天賦與使命!瑪麗.K.格瑞爾(Mary K. Greer)著; Dephi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94 眾神的食物(食氣三部曲1) 潔絲慕音(Jasmuheen)著; 林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00 文化的衰頹: 史學大師巴森的12堂課 雅克.巴贊(Jacques Barzun)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17 老師,帶領我們靜心吧: 化解青少年憤怒、憂鬱、焦慮不安,打造正念校園「L2B學習呼吸課程」派翠西亞.柏德芮克(Patricia C. Broderick)著; 黃麟淯, 呂孟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31 超基因讓你不生病: 遺傳醫學的新希望 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魯道夫.譚茲(Rudolph E. Tanzi)著;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48 正念生活,從年經到年老: 每天一件事,全面滋養你的身、心、靈!伊洛娜.博尼韋爾(Ilona Boniwell), 派翠霞.麥奈爾(Patricia Macnair)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55 談死亡: 知性的.理性的.感性的 理查.貝利沃(Richard Beliveau), 丹尼斯.金格拉斯(Denis Gingras)作; 白紫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62 你就是世界: 克里希那穆提90篇經典對話錄 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713 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 飲茶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13 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 飲茶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20 叫賣竹竿的小販為什麼不會倒?: 最輕鬆易懂的會計入門書,學會必要的數字概念與金錢知識山田真哉著; 江裕真,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44 盛夏之死: 失序美學的極致書寫,三島由紀夫自選短篇集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51 老後破產: 名為長壽的惡夢 NHK採訪組著;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75 憂國: 暴烈美學的極致書寫,三島由紀夫自選短篇集三島由紀夫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782 雜食者的詛咒: 肥胖,正在蔓延 現代食品工業生態如何毀了你的身材和健康羅伯.魯斯提(Robert H. Lustig)作; 連緯晏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7829 創意插畫聖經 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華科大



9789866491719 工程與設計技術研討會. 2016 謝振中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26 潑灑一方天地: 陳能梨彩墨畫集. 2016 陳能梨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408 動中禪學習手冊 大菩提動中禪編輯部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45563 一次考上銀行 國際貿易實務 吳怡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157 中小企業財務資源與法規 劉憶娥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249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大意 楊銘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263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一次過關 三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287 國文: 測驗(包含公文格式用語)焦點速成 高朋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331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典 舒淮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348 不動產估價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 韓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355 郵政三法精解 林正輝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362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 韓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386 運輸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白崑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6393 勝出!內勤郵政三法大意條文對照式題庫 游正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409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6423 企業管理大意滿分必殺絕技 楊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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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菩提動中禪佛學會



9789863746430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滿分必殺絕技 楊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447 社政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454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外勤)陳金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461 領隊實務(一)(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478 導遊實務(一)(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485 人事行政大意焦點速成 林志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492 交通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白崑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6508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章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515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營運職/專業職一)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6522 社會工作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539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玥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546 工程力學焦點速成+高分題庫 良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553 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 翊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560 國小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6577 勝出!外勤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條文對照式題庫陳金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584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完全攻略 歐欣亞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591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祝裕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6607 法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鄭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614 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實務 黃素慧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621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6638 國際貿易實務輕鬆讀 吳怡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645 導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652 國文完全攻略 李宜藍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669 英文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676 領隊導遊英文(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683 製圖實習完全攻略 翁宗義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690 會計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欣亞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706 我要當A咖導遊. 一: 快樂出團起步走 李新猷, 資深導遊作者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713 我要當A咖導遊. 二: 輕鬆處理各種疑難雜症 李新猷, 資深導遊作者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720 我要當A咖導遊. 三: 特殊團與導購技巧大公開 李新猷, 資深導遊作者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737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744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6751 導遊實務. 二,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林俐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768 領隊實務. 二, 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林俐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775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臺灣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導遊人員)邱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782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邱燁, 陳書翊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799 升科大四技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812 領隊實務(一)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829 警專物理: 滿分這樣讀 曾禹童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836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843 機械力學完全攻略 陳忠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850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867 補教名師教你自學領隊導遊英文 張馨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874 門市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一本通 黃皇凱, 賴慧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881 經濟學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6898 導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904 經濟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6911 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 陳名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6928 領隊實務(二)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935 電子工程專業科目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曾嘉浩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942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959 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陳智音,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6966 戶籍法規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翊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973 機械製造完全攻略 張千易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6980 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擬考) 張千易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997 警專數學: 滿分這樣讀 歐昌豪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000 數學(C)工職完全攻略 張宏印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017 飲料與調酒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024 餐旅服務(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031 飲料與調酒(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048 數學(B)商職完全攻略 歐昌豪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055 警專國文: 這樣讀滿分 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062 警專英文: 滿分這樣讀 倪明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079 警專中外歷史: 滿分這樣讀 陳書翊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086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093 餐旅服務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109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116 電工機械完全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123 世界地理(含概要、大意) 王傑, 邱燁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130 普通科目(國文、公民、英文)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紫彤, 蔡翼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147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李宜藍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154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含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 祝裕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161 絕對上榜導遊證照輕鬆考(含導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178 絕對上榜領隊證照輕鬆考(含領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192 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208 升科大四技: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222 電子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246 基本電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253 絕對上榜!導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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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284 企業概論與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291 警專中外地理: 滿分這樣讀 王傑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390 計算機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浩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406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完全攻略 甄家灝編著 弟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451 逼真!公民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汪大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113 自然與他然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982 國際當代管理論壇論文集 羅世輝等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00999 國際當代管理論壇論文集 羅世輝等主編 初版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37 國際企業暨關係管理跨領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吳孟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7062 貓咪們,請原諒我 佐野洋子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86 光照微塵 馮君藍攝影.文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7109 TED talks: 你可以用言語來改變自己,也改變世界: TED唯一官方版演講指南Chris Anderson著; 李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16 浮生釣手 奇戈吉.歐畢(Chigozie Obioma)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23 我在飛機上學會的事: 一位空服員的告白 李牧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30 中西醫併治遠離身心症: 經絡與自律神經的協奏共舞賴榮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54 回家 鄧彧繪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國際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98

送存冊數共計：98

大象藝術空間



9789862137161 世界為何存在? Jim Holt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78 Debby W∞的戀愛自癒手冊 Debby W∞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85 紅色九號: 八仙塵爆臺北慈濟醫院救護紀實 趙有誠, 臺北慈濟醫院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192 為了活下去: 脫北女孩朴研美 朴研美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22 豺狼的微笑. 2 蔡志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39 賺錢兵法: 成功致富的十個法則 蔡志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46 豺狼的微笑 Aquarius X, 蔡志忠繪圖.註; 何伊翻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7819 楞嚴經. 三: 如來藏妙真如性. 五陰六入篇 林中治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47819 楞嚴經. 三: 如來藏妙真如性. 五陰六入篇 林中治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127 蘇菲之睡美人奇遇記 簡銘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044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A4)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211051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A4)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211099 日本語能力試驗N2對應: 快速掌握漢字.語彙必背2500倉品さやか著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凡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134 法國糕點大全: 110種特選甜點、76個獨門訣竅!1500張豐富步驟圖解一看就會川北末一作; 胡家齊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13141 法式料理醬汁聖經 上柿元勝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3158 簡單而豐富.快速又滿足: 奈潔拉的140道療癒美味奈潔拉羅森作; 胡淑華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3627 食育小學堂: 飲食教育的16堂課 陳惠雯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4972 帝國末日 T. W. 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89 帝國下的胭脂: 她們的唐代風華 王振興, 雷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96 晚清五大名人: 他們送走了一個帝國 鳳凰書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04 梅朝榮品諸葛亮: 中國最虛偽的男人 梅朝榮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3611 戰爭與大國崛起: 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 邵永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3883 好傢伙,壞傢伙? 石麗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951 經典圖像小說: 三劍客 亞歷山大.仲馬原著; 留守key(青山敬典.船渡正展)漫畫; 陳姿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427 謝謝,從我開始。 中島啟江原案; 河原麻里子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434 青椒超人綠披風 佐倉智子文; 中村景兒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441 多多和吉吉: 霸王龍來了! 安石榴文; 林玲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458 恐龍物語. 3: 迅猛龍生存的時代 所十三著;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旗文化



9789869308465 恐龍物語. 4: 暴龍生存的時代 所十三著;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489 花季女孩: 其實他們很可愛 魏柔宜文; 徐尚群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496 出發吧!人體探險隊 阿部和厚監修; 卓文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503 卡車小藍出發嘍! 愛麗絲.謝特爾文; 吉爾.麥克爾默里圖; 鄭如瑤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527 媽媽變成鬼了! 信實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534 奇寶和拉拉: 好怪好怪的聲音 安妮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541 遊俠少年行 李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558 溼巴答王國: 飛天神蠅王 岑澎維文; 張倩華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628 安古蘭遊記: 漫畫家法國駐村新體驗 敖幼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28 安古蘭遊記: 漫畫家法國駐村新體驗 敖幼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35 Crystal Kung Art ZINE畫圖的人 Crystal Kung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1781 花蓮國際珠寶玉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編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708 自閉症與固態水粒子研究 盧遂顯(Shui-Yin LO)著; 陳十美, 余伯泉, 陳長恒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熊產業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008 綠色小醫生的營養百科 劉金淵, 劉長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274 團隊引導: 點燃熱情,讓他們自動為你賣命的領導術!嶋津良智著; 邱惠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3281 人生整理課: 放下56件事,你就能成功 矢作直樹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283298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50件事: 窮人與富人,就差在「對錢的態度」有所不同!信子夫人作;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5005 一小時學會TED故事文案力: 為何他們一上臺、po臉書,就能讓產品暢銷?生方正也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5029 投機者講座: 破解散戶50個非受迫性操作失誤! 太田忠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9315036 迪士尼把員工變一流の教練模式: 提升效率、翻轉業績的18個管理訣竅!大住力著; 郭乃雯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5992 地球探險記 丹格林文; 席恩森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012 奶奶,等我喲! 生悅 住弘子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067 一家三口 賈斯汀.理查森文; 彼得.帕內爾圖; 亨利.柯爾圖; 陳培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098 海底大奇航!: 「深海6500號」驚奇之旅 井上洋子文; 木下真一郎圖; 郭俊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111 海底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2116111 海底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2116128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翻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2116128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翻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2116135 地下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2116135 地下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2116227 小修與沃特: 長長的旅行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258 廁所幫少年偵探. 10, 夏日古屋傳說謎團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魯文化



9789862116265 愛與被愛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272 地面地下 邱承宗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289 大猩猩的麵包店 白井三香子文; 渡邊秋夫圖; 賴秉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296 我上學遲到了,因為...... 大衛.卡利文; 班傑明.蕭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319 原來恐龍是這樣子啊! 富田幸光監修; 黃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347 順著走勢做交易 短線王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054 多媒體概論 白敏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1061 多媒體技術與製作 蔡賢亮, 白敏賢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533 社區大學學員休閒運動課程參與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以臺中市大墩社區大學為例蔡雅雯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776 從繪畫開始: 華建強 華建強[作]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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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墩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鋐書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525 拯救愛因斯坦的筆記本 貝琳達(Bellinda)著; 約翰.布蘭德斯泰特(Johann Brandstetter)繪; 陳永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549 向現代科學邁進: 「漫」遊科學系列. 5 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556 松柏晨露 保冬妮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563 日月山川 保冬妮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570 上下十千 保冬妮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587 森林雪野 保冬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5963 找回感受美好的心 千由宙文.圖; 許書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87 你認為不好的,別人不一定覺得不好! 高畠那夫文.圖;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94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 岩崎京子文; 長內誠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00 歡迎來到野生動物園餐廳 今野昇平文.圖; 林珊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31 巧克力種子 Goma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55 如果我喜歡的和大家不一樣...... 季巳明代文; 長谷川知子圖; 葉美貞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572 至尊的開悟: 無限的祕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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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3603 文藝女青年這種病,生個孩子就好了 蘇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貓流文化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穎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717 純手繪著色本.壹, 黏 于學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779 代謝症候群自我管理 黃淑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793 百變鬆餅機料理 周景堯, 郭品岑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19953 雲林縣嘉義縣全圖 其他 1

9789577919977 新竹縣苗栗縣全圖 其他 1

9789863860105 機車考照指南 黃思文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60112 香港地鐵遊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129 臺灣鐵道慢遊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136 臺灣地圖全集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143 大新北地圖 [大輿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150 東京 JTB出版株式會社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167 北海道 JTB出版株式會社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174 吃喝玩樂遊臺灣. 2016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181 京都 JTB出版株式會社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198 沖繩 JTB出版株式會社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211 新北+北海岸吃喝玩樂住買逛旅遊地圖手冊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228 九州 JTB Publishing,lnc.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860235 九州 JTB Publishing,lnc.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860242 走吧去旅行 大輿出版社編輯部採訪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259 機車考照指南 黃思文總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輿



9789863860266 大阪 JTB Publishing,lnc.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0226 忿怒蓮師十萬咒金剛盔甲儀軌集 多傑林巴及堪布雅瓊等著; 法護(曾慶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0233 紅忿怒蓮師火鬟成就法 諒.尼瑪韋瑟取藏者; 初慶仁欽編; 曾慶忠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605 中餐烹調丙級必勝精選. 2015 潘宏基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6612 中餐烹調乙級必勝精選. 2015 三藝編輯小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6636 西餐烹調丙級必勝精選. 2015 三藝編輯小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6643 經典不敗的雞尾酒入門 盧志芬, 范之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6650 翡翠式樣寶鑑 鄭永鎮著 一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9186698 基礎人像素描技法 陳穎彬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700 煥華真意: 當代天目茶碗邀請展 黃德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356 非普通三國: 寫給年輕人看的三國史 普通人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廿八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88817 全部的你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24 不用計算卡路里 愈吃愈瘦的新陳代謝飲食 海莉.潘洛依(Haylie Pomroy), 伊芙.愛丹森(Eve Adamson)作; 江先聲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31 補對了,養生一百分 楊世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48 螺旋舞 楊定一著; 吳長泰示範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0388855 五感防失智: 日本醫學博士用42個日常小動作改善健忘、預防失智浦上克哉作; 盧怡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62 我的心聽懂你的心: 心臟科權威沒有寫在病歷上的悄悄話洪惠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79 失智失蹤: 一萬個遊走失蹤家庭的衝擊 NHK「失智症.行蹤不明者1萬人」採訪小組作; 吳佳璇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1159 表演的糾紛 官三戒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904 再見楊德昌 王昀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18246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創造有意義人生的7分鐘微行動艾莉森.路易斯(Allyson Lewis)著; 顏和正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12 被科技威脅的未來: 人類沒有工作的那一天 馬丁.福特(Martin Ford)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42 聯盟世代: 緊密相連世界的新工作模式 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班.卡斯諾查(Ben Casnocha), 克里斯.葉(Chris Yeh)著; 許瑞宋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59 自創思維: 人生是永遠的測試版,瞬息萬變世界的新工作態度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班.卡斯諾查(Ben Casnocha)著; 洪慧芳譯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小燕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工



9789863981466 創新的10個原點: 拆解2000家企業顛覆產業規則的創新思維賴瑞.基利(Larry Keeley)等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73 穴道導引: 融合莊子、中醫、太極拳、瑜伽的身心放鬆術蔡璧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80 未來世界的百大建築 馬克.庫什納(Marc Kushner)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97 微生物的巨大衝擊 羅布.奈特(Rob Knight), 布蘭登.波瑞爾(Brendan Buhler)著; 鄧子衿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03 成長駭客行銷: 引爆集客瘋潮的新實戰力 萊恩.霍利得(Ryan Holida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10 平臺經濟模式 傑弗瑞.帕克(Geoffrey G. Parker), 馬歇爾.范艾爾史泰恩(Marshall W. Van Alstyne), 桑吉.喬德利(Sangeet Paul Choudary)著; 李芳齡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27 障礙就是道路: 改變認知,啟動意志,超越自我的行動三紀律萊恩.霍利得(Ryan Holiday)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72 觀念漫談: 打造將才基因系列 杜書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89 我們為何工作 巴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26 你在渴求什麼?: 揭開理想體重、生活幸福、身心平衡的祕密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著; 李明芝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33 大鴻溝: 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史迪格里茲(Josegh E. Stiglitz)著; 許瑞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95 解決問題的好設計 奇普.基德(Chip Kidd)著; 洪瓊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01 日本第一食安專家解析: 你吃的食品怎麼來? 磯部晶策著; 陳彥安, 高詹燦, 黃怡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18 工業大數據: 工業4.0時代的智慧轉型與價值創新李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25 透視數據下的商機: 運用Google Analytics發掘商業洞見布萊恩‧克里夫頓(Brian Clifton）著; 林威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87 病房裡的意外發現: 重新認識醫學法則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 鄧子衿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94 閃耀獨一無二的你: TED X好萊塢表達教練幫你跨越溝通盲點,成為最好的自己龐傑斯(Jess Ponce), 劉瑄庭(Emily Liu)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48 黑天鵝與不叫的狗: 預見趨勢的6項思維修練 史蒂芬.克魯普(Steven Krupp), 保羅.蘇梅克(Paul J. H. Schoemaker)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62 臺灣大未來: 世代突圍的31個關鍵思維 施振榮, 林信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86 沸騰的河流: 亞馬遜叢林的探險與發現 安德魯.盧梭(Andres Ruzo)著; 韓絜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23 居住正義: 你我都能實踐的理想 張金鶚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5439 進擊的職場英語會話: 面試x會議x商務必備實用756句Chris Jackson, Joseph Schier, EZ TALK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453 平衡的力量: 從生活智慧到職場體驗,成就夢想的60個人生必修學分中華華人講師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460 樂遊土耳其: 伊斯坦堡.安塔利亞.卡帕多奇亞 金知善, 文恩貞著; 黃小花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日月文化



9789862485477 別怕,別怕!我有長鼻子 小西利行文; 水口克夫圖; 三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491 首爾大學韓國語. 3A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鄭乃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507 首爾大學韓國語. 3B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521 江戶日用品: 延續三百年的生活溫度 森有貴子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538 別急著給糖吃,先教孩子思考: 在科技時代,培養孩子獨立思考與積極型行動力達琳.史威勒(Darlene Sweetland), 羅恩.史托伯格(Ron Stolberg)著; 戴雅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545 一生必去的美西都市: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552 自遊巴黎地圖集 高章敏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569 企業併購的十堂必修課 林慧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576 一本漫畫學會一定用得到的旅遊日語會話 吉原早季子作; 謝利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583 謬論時代: 看當代經濟理論如何毀了這世界 傑夫.麥德瑞克(Jeff Madrick)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590 現在就當美食創客!75位食品達人教你從無到有的實戰創業密技蘇西.維莎克(Susie Wyshak)著; 溫力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606 用愛翻轉逆境: 工人老爸自學向上,將輟學兒子推向頂尖名校盧太權著; 熊懿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613 新韓檢初級TOPIK1字彙: 30天搶分王! 裴英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620 越追劇,英文越好 熱門影集: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637 京都巷弄日和: 文具、雜貨、和菓子,沉醉古都風情慢時光堤信子著; 曾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644 拼湊夢想: 貧民區高中生逆襲麻省理工學院菁英約書亞.戴維新(Joshua Davis)作; 連緯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651 韓語初級實力養成訓練營: 單字、文法、閱讀、寫作,一次搞定!姜炅玟作; 吳艷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675 日本妖怪100抄: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戶田一康, EZ Japan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682 做一本我的時光書: 珍藏那些可以一起聊聊的回憶哈莉特.格林(Harriet Green), 約翰-保羅.弗林托夫(John-Paul Flintoff)著; 戴雅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699 一生都不為錢所困的生存之道: 日本心理大師教你顛覆舊觀念打造吸金體質心屋仁之助著;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705 祕密巴黎: 一手掌握連巴黎人也驚喜的380個私密景點鄭起範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712 天然花草醋事典: 花葉x水果x穀物,找回健康的100品美麗配方金橓羊著; 黃小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729 負鼠小跟班,倫敦街頭大驚喜 嘉比.朵內(Babby Dawnay)文; 艾利克斯.巴羅(Alex Barrow)圖; 陳莉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736 影響力時刻: 設計「策略對話」,5核心原則驅動團隊高效解決問題克里斯.厄特爾(Chris Ertel), 麗莎.凱.索羅門(Lisa Kay Solomon)著; 莊靖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文心文化



9789868922860 化世瑰寶: 館藏文物精華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2877 化世瑰寶: 館藏文物精華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2884 木華流芳: 館藏木雕佛像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2891 金剛實相: 館藏金銅佛像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904 古道遺韻: 館藏印度佛教造像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911 寶相莊嚴: 館藏歷代石刻造像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928 中臺世界博物館導覽手冊 中臺世界博物館, 中臺禪寺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502 專業麵包大師「太陽之手」116款頂級風味麵包吳武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19 MASA最愛!世界五大美食國家料理: 一看就懂,結合550張手繪稿與美食照片的食譜MA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26 巧媳婦料理先修班 林美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33 照顧過敏兒,這樣吃就對了: 102道好吃、超簡單又健康的料理,讓全家一起遠離病痛林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40 新食感快速輕料理: 吃對食物、正確烹調,變瘦變健康的94道美味餐點。金耀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109 跟著大白熊去旅行 Vic Wang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5109 跟著大白熊去旅行 Vic Wang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457 內經診斷學 吳國定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王氏研創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908 六味地黃丸之臨床疾病治療 李敏惠, 張賢哲, 孫茂峰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70406 周易本義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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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2928 緣來艱辛非尋常: 賞讀范揚松仿古體詩稿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24 名家現代詩賞析 林明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4371 這是愛: 打造偏鄉長期照護服務新典範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臺東聖母醫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60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宣教150週年紀念特刊段振福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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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臺東聖母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冊數共計：1

仁心堂中醫診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032 涉外執法論集 江世雄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063 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 林麗珊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360 兩岸海域安全及教育訓練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劉春暉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391 蛻變警大80年: 警察科技論文選輯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科技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63603 警察組織與事務管理 李宗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63610 警察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 李金田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63658 警察人事行政與法制 盧偉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943 地圖上消失的51區: 美國機密與外星人真相大解碼江晃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6037 奇蹟不可思議 元光寺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7194 軍改後共軍重要領導人事評析 專輯編委會編輯 POD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519 清明上河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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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方舟文化



9789869212533 清明上河圖(簡體字版)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2540 清明上河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宋)張擇端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86580 中餐烹調丙級(葷食)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86672 數位邏輯(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6689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6863 新基本電學奪分寶典 王金松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2906 醫藥拉丁語 巢建國, 嚴玉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913 耐火材料基礎知識 袁好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920 一針療法 高樹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648 錯覺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925 如煙如火 直末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49932 如煙如火 直末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0679 活受罪長相守 tangstory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水谷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字復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207 休息區: 駱麗真個展. 2016 駱麗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267 腸胃專家教你不靠藥物整腸健胃 吳明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298 大飯店,小實習生: 許佑誠的輪椅小旅行 許佑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506 在家輕鬆做!54道親子日常美味料理提案: 蕾蕾老師教媽咪們的親子烘培快樂食譜蕾蕾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438 痛!我解 吳昌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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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13287 中藥藥性歌括集解 劉飛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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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版圖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明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9789576013300 擊劍入門 賀希賢, 傅圭邦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317 針灸學大全 劉飛白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324 螳螂拳散手 葉瑞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331 中國技擊精華 金一明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348 醉八仙拳譜 張錫欽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355 武當拳術 金一明著 平裝 1

9789576013362 摔角訓練圖說 雷一虎著 平裝 1

9789576013379 練習摔角 王鳳亭著 平裝 1

9789576013386 七星螳螂拳 張詳三著 平裝 1

9789576013393 英漢生物學辭典 蔡富昌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409 英漢家具及裝潢辭典 謝賢海編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416 英漢園藝學辭典 華春輝, 李昭青編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423 英漢農學辭典 蘇玉英, 劉履中編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13430 六合螳螂拳 張詳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13447 蛇貓鶴混形拳 朱雲山著 平裝 1

9789576013454 石頭拳術圖說 金一明, 郭粹亞合著 平裝 1

9789576013461 武當三十二勢長拳 金一明著 平裝 1

9789576013478 子母連環拳 張詳三著 平裝 1

9789576012440 六合螳螂拳 張詳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398 臺灣歌仔戲中的活戲套路及程式語言 劉南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28 放逐與追逐: 唐代宰相辭賦的謫遷論述及其困境問對許東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音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870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263887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263894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平裝 第3冊 2

9789869312400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學齡本 尹宏明編著 平裝 第4冊 2

9789869312431 貝多芬快樂佈爾格彌勒25首 尹宏明編著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9537 南亞研究新視野: 政治發展、國際關係、經濟社會方天賜等著; 司徒文, 陳牧民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1875 華語教學與電腦輔助運用 陳俊光, 謝佳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88 圖解教育行政理論 秦夢群、鄭文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715 大侵略時代: 日帝太陽旗下脫亞之役1894-1945年楊孟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791 技術高級中學: 電子學. II 王建富, 陳興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00 掌握電影: 好電影是這樣拍成的 程予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24 解剖學 袁本治, 黃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93 造船契約學 劉武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323 緬甸政治新發展(1990-2015): 轉型與變革 陳怡君, 宋鎮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5385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85392 食品安全法規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輯 2版 平裝 1

9789571185415 救命啊!巨無霸龍來了! 強尼.達德爾圖.文; 謝雅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422 海盜與食人怪 強尼.達德爾圖.文; 謝雅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439 海盜就在隔壁 強尼.達德爾圖.文; 謝雅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460 戊戌政變的臺前幕後 馬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49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要義 陳廷献著 4版 平裝 1

9789571185514 看!尿布裡有什麼? 葛飛多.凡.舒納特(Gvido van Genechten)著; 周姚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545 材料破損分析技術與實務 熊仁洲, 林渤詠, 吳學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0

五南



9789571185569 圖說臺北師範校史 何義麟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637 國際貿易實務 張錦源, 康蕙芬合著 十三版 其他 1

9789571185651 創業與夢想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682 教育品質 丘愛鈴等著; 楊思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699 伊索寓言 伊索著; 唐.戴利繪; 周春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712 兔子大哥的經典故事 喬愛爾.仙得烈.哈里斯著; 唐.戴利繪; 周春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729 漢字學堂: 畫說地球與萬物的故事 高師加, 陳世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5736 圖解精神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750 小國旗大學問 莊銘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5798 真想立刻出發去倫敦 克雷.藍普兒(Klay Lamprell)著; 龐元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804 真想立刻出發去紐約 克雷.藍普兒(Klay Lamprell)著; 龐元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811 真想立刻出發去巴黎 克雷.藍普兒(Klay Lamprell)著; 龐元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828 真想立刻出發去羅馬 克雷.藍普兒(Klay Lamprell)著; 龐元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842 翻譯研究 Susan Bassnett著; 林為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859 圖解日本史 郭珮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866 全球生產網路: 營運設計和管理 Tim Baines等作; Ander Errastiyg主編; 余坤東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880 讚歎,德意志 賴麗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897 餐飲規劃與佈局 全中妤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5903 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史(1945-1987) 劉仁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934 圖解生物統計學 陳錫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941 出發吧!食光之旅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958 汽車學原理與實務 曾逸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965 移民理論與移民行政 王智盛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5965 移民理論與移民行政 王智盛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5972 地方制度法釋義 劉文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996 朱嘉雯青春經典講堂: 聊齋誌異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009 專利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6016 犯罪剖繪: 理論與實務 廖有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023 圖解俗文學 洪逸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030 民法總則大意 楊敏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047 英美文學60大家 姜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054 新聞日語 許均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061 圖解刑法 蘇銘翔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6078 看地圖學歷史 孫淑松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6085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 許春金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115 民意,誰說了算: 人民的知情選擇 田蒙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122 物聯網實作: 工業4.0基礎篇 廖裕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6139 教育研究法 周新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146 圖解統計與大數據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153 圖解傷寒論 李家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160 圖解病毒學 劉明德,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177 貨幣銀行學 謝德宗, 俞海琴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184 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 蔡震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6191 圖解行政學 汪正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207 西班牙文閱讀精選 林青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14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謝建全等合著; 王文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21 「非知不可」的創意西式點心 朱秋樺, 陳璿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38 反璞歸真: 純粹的基督教 C. S. 路易士(C. S. Lewis)著; 汪詠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45 女皇: 武則天 胡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52 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愛用五年日記本. I 品味生活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83 道家倫理學: 理論與實踐 葉海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90 簡易微積分 黃義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6306 奴化大學: 自掘墳墓的教育 王振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313 玩出創意. 2, 48個酷炫科學魔術 許良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320 玩出創意: 120個創新科學遊戲 許良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337 圖解通路管理 戴國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344 茶顏醉色 李念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375 全球化下之國境執法 陳明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375 全球化下之國境執法 陳明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382 臺灣民眾的媒體選擇與統獨立場 劉嘉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399 郵票上的數學 鄭英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405 人際溝通 陳美璊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429 寫給國中生的第一本書: 教孩子一生受用的130個智慧林進材, 林香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6436 臺灣政治經濟學 Cal Clark, Alexander C. Tan著; 陳水福, 劉詩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443 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 Jacques Aumont著; 蔡文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467 唐詩趣談 陳正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474 海洋觀光休閒之理論與應用 莊慶達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481 周易禪解 周春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498 經濟數學: 靜態分析 蔡攀龍, 陳彧夏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86504 英語語言學概論 王藹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528 圖解病理學 劉明德,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535 商業溝通: 掌握交易協商與應用優勢 林仁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542 開口就會美國校園英語 黃靜悅, Danny Otus Neal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86559 新訓詁學 蘇建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566 用App Inventor 2實作範例訓練程式設計邏輯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6573 工程數學: 微分方程 鄭義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597 50則非知不可的數學概念 湯尼.克立(Tony Crilly)著; 李明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603 面對新世代的課程實踐 林巧瑋等合著; 張芬芬, 方志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603 面對新世代的課程實踐 林巧瑋等合著; 張芬芬, 方志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610 遇見張愛玲 她從海上來 艾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627 菜單規劃設計 張金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634 海商法 張新平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6658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 張效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665 我的第一堂實用韓語課 游娟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6696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林洲富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702 戰爭與陰謀: 田中義一 纐纈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719 張子樟閱讀之旅筆記 張子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740 量子先生: 費曼的科學人生 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著; 嚴麗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757 美語口語訓練 招靜琪, 楊貞婉, 陳彥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6764 Christian Dior: 他改變了時尚,也改變了世界 Christian Dior著; 熊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771 論文寫作軟實力: 悠遊在研究寫作天地中 張慶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818 系統動力學入門 陶在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849 教育實習與教師之路: 成為教師的十四堂課 劉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887 圖解外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917 建築的詩意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著; 王如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948 生命教育: 從自我到社群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955 行動化學館. 2: 化學反應 陳大為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962 威尼斯之石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著; 孫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979 學習障礙與補救教學: 教師及家長實用手冊 孟瑛如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6986 你沒看過的數學 吳作樂,吳秉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037 必備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3版 平裝 1

9789571187044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8版 平裝 1

9789571187051 翻轉教室的理論與實務 潘奕叡, 吳明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068 幼兒發展與保育 葉郁菁, 施嘉慧, 鄭伊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12 物理化學 高憲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74 浮生情海: 兩岸現當代文學評賞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04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3版 平裝 1

9789571187211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9版 平裝 1

9789571187228 耶穌祕卷: 十字架下的真相 麥可.培金作; 周春塘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266 國際金融法析論 吳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97 餐旅英語會話 潘朝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7303 醫護統計與整合分析: RevMan5軟體操作 陳淑齡, 陳耀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7358 教師專業: 老師的生存發展之道 張德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19 閩客方言史稿 張光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57 電子媒介概論 莊克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716 比較選舉制度 王業立著 7版 平裝 1

9789571187723 軍事政治學: 文武關係理論 洪陸訓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87761 英語教學概論 沈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78 社會良心論 蔡宏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426 初石列嶼: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5中原大學建築學系104級著 精裝 1

9789865796426 初石列嶼: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5中原大學建築學系104級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211 設計教育與產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黃欣怡, 馬翊珈, 許子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396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畢業專刊. 第九屆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第九屆畢業班作 平裝 2

9789865796457 日.行 林冠吟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商設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34

送存冊數共計：138

中原大學建築系



9789865796440 空間敘事: 從圖示到詮釋的空間實踐 陳歷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464 藝匯.意薈: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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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2433 小氣財神: 彰顯寬容與愛的狄更斯經典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464 0~6歲最關鍵: 蒙特梭利全方位教養手冊 國秀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471 人生無言時讀老子: 在人生轉捩點,老莊思想給你的40則新指引田口佳史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488 臨別清單 莎莉.妮柯絲(Sally Nicholls)著; 汪芃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495 傻瓜可以改變世界 村上和雄著; 高婉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01 給青春的第二條路 余浩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18 小火山群 楊佳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25 從說ㄧ個繪本故事開始 廖珮岐, 柯佩岑, 林婉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32 計數器少年: 池袋西口公園. 2 石田衣良著; 葉凱翎, 王詩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549 骨音: 池袋西口公園. 3 石田衣良著; 林平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556 初嘗日本滋味: 西雅圖父女的東京瘋狂筆記 馬修.安斯特伯頓(Matthew Amster-Burton)著; 胡據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63 蝴蝶的心事 費德利可.阿薩特(Federico Axat)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70 好吃好玩的15分露營料理 張珍榮著; 張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587 銀河便車指南. 5, 大部無害 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Noël Adams)著; 丁世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2594 沒有教科書: 給孩子無限可能的澳洲教育 李曉雯, 許雲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648 大澳 郭銘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655 胃好,百病除 李志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09 與孤獨和平共處的九個習慣 和田秀樹著; 蔡幼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16 銀河便車指南. 6, 啊,還有一件事…… 歐恩.科弗(Eoin Colfer)著; 丁世佳, 王寶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2730 PAX.和平之闇. 1: 譴咒魔柱與惡靈犬 歐莎.拉爾森(Åsa Larsson), 英格拉.柯爾瑟(Ingela Korsell)著; 亨利克.揚森(Henrik Jonsson)繪; 陳靜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47 最完美的瑞士之旅 傅美璇文字; 文少輝繪畫及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54 報告力: 報告寫得好,輕鬆搞定所有人!寫好報告與論文的6堂必修課盧辛妲.貝克(Lucinda Becker)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9789863592822 This is my first book第一本書 楊謹瑜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2839 這次不能搞砸了!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著; 武忠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846 我曾經愛過 安娜.戈華達(Anna Gavalda)著; 許雅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860 植物的心機: 刺激想像與形塑文明的植物史觀 理查.梅比(Richard Thomas Mabey)著; 林金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1778 新約神學 馬有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570 我是新造的人 雷祖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1969 南丁格爾. 3, 誓死改革 愛德華.庫克爵士(Edward Cook)著; 屈蓮編譯 精裝 1

9789862771976 浴火婚姻有出路: 外遇的預防與處理 簡春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1983 二十世紀蓬萊傳奇: 丁玉花單親天涯路 丁玉花著 精裝 1

9789862771990 啟動先知性手冊 王福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03 逆旅奇遇: 孫媽媽見證集 孫許梅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10 二十世紀蓬萊傳奇: 丁玉花單親天涯路(簡體字版)丁玉花著 精裝 1

9789862772027 使徒涉獵. 1: 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蔡春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34 使徒涉獵. 2: 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41 世華華人聖樂選粹. 2016 世界華人基督教聖樂促進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291 地震真相與防災之道: 下次大地震何時出現? 張助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307 怎樣買長照險: 一本長照存摺保幸福指南 李柏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元神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4960 中西醫結合治癌新法 李政育, 鄭淑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977 中醫神藥青蒿 李政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984 抗氧化酵素之母SOD 呂鋒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991 發現尿毒莫驚慌: 中西結合可治腎衰竭 李政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1280 臺灣水力發電廠 史帝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907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八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77 指導連珍羚2015年亞洲柔道錦標賽暨2016年奧運積分賽競賽實務報告廖俊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14 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韓桂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14 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韓桂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21 文革時期(1966-1976)中國箏樂作品之演奏分析探討: 以「流金歲月」箏樂演奏會為例黃文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38 跨越時空、音樂飛翔: 郭怡芬低音管獨奏會演奏詮釋與分析郭怡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45 八音弄: 謝從馨打擊樂專場音樂會作品研究 謝從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52 大學國文選 中國文化大學重編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09969 導演的多元敘事風格: 以<>、<>為例 符宏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976 中國文學導讀 中國文化大學新編中國文學導讀編委會編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市政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土木水利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84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16 阮素芬, 熊同銓, 潘明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858 木暮莊物語 三浦紫苑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865 黑桃J 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著; 劉曉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872 有時,就讓我們一起跳舞 尚-克婁.穆勒瓦(Jean-Claude Mourleva), 安-蘿爾.邦度(Anne-Laure Bondoux)著; 杜蘊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378 新藍圖 新活路: 臺灣新經濟模式倡議 陳錦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38 誰怕吳國楨: 世襲專制在臺緣起緣滅 殷惠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76 風景線上 張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90 反思批判與轉向: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 顏崑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06 哭泣船 呂則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13 歐美歷史唯物主義新論 黃瑞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20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胡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37 六四屠殺內幕揭密 : 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吳仁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44 流轉的夜色 簡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51 走拍臺灣 謝三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68 我在音樂會畫的素描 陳景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682 毛時代的愛情 廖亦武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文化大學園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9789865794699 傷心菩薩 張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4835 捲起千推雪 吳溪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7061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 談注意力訓練 孟瑛如, 簡吟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153 人格面具與表演: 角色在戲劇、治療與日常生活的意義Robert J. Landy著; 張曉華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177 悲傷諮商原理與實務 Howard R. Winokuer, Darcy L. Harris原著; 陳增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191 以愛與技巧教導孩子: 自閉兒家長與教育人員指南許作思(Joyce Show)著; 張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221 看見我的好 孟瑛如, 楊佩蓁文; 張芷育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245 特殊教育概論: 現況與趨勢 孟瑛如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7252 叮咚!你在嗎?: 網路是我的家 孟瑛如, 王銘涵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359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401 儒素: 黃媽媽的素食筆記本. 壹 黃盧富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孔雀視覺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國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國文藝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322 赴臺投資答客問 李夢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409 不一樣的瘦身力: 讓你擁有更健康、有趣、和豐富多彩的生活貝特妮.漢彌頓(Bethany Hamilton), 達斯汀.迪爾伯(Dustin Dillberg)合著; 林青穎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115 中國澹寧會員聯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195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4郭俐苓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232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徐子光等人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澹寧書法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夢



9789866422225 相見歡: 姜一涵現代書畫集. 二0一六年 姜一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22249 收藏家藝術精品彙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60117 阿嬤教你在家種的68種花 御粽子工作室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24 這樣說, 才能打動人 李之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31 接吻高手 傅思偉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48 中國戰史風雲 龍嘯西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55 佛說故事 瀰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62 這一晚,我們從孫悟空講到賈寶玉 御粽子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79 成吉思汗蒙古帝國 姚宏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86 等,一段愛情故事 襄木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93 男人要保養 章漢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09 謎語大全 伍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16 揭密UFO 章之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23 大廚給女兒,108道速成好吃家常菜 御粽子工作室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30 處世哲學 劉文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47 初戀故事 蘇辰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54 這一夜,我們從詩經聊到床前明月光 御粽子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61 中國歷代傳奇人物之三國 李凡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278 搞笑鬼故事 司馬怕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109 中華文化產業發展展望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2016葉竑毅, 葉志誠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丹陽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3569 兩岸合編<> 蔡信發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573576 繪寫自然神韻: 林玉山的創作與傳承 林玉山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583 萬物靜觀.藝進於道: 呂佛庭書畫展及其傳承 呂佛庭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005 蒼天白雲: 尋覓終極解脫之道 天雲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758 蓮門禪茶文化推廣紀實. 2015-2016 平裝 1

9789869039758 蓮門禪茶文化推廣紀實. 2015-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0971 搭地鐵玩遍新加坡 但敏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060 瑞士 蘇瑞銘作; 蔣玉霜攝影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138 京都.大阪.神戶.奈良 三小a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145 日嚐清新: 鄉居生活的翻轉魅力 德田民子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176 搭地鐵玩遍曼谷 葉志輝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206 開始在澳洲自助旅行 張念萱作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天界之舟心靈健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化總會



9789863361220 找到歸屬心靈練習本: 心寄何處,情歸何方 黃慧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237 開始搭海外郵輪自助旅行 胖胖長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112 寂寞的熟齡日記 北川舞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314 我的愛情, 值得攀上世界之巔 柳喪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321 心靈控制術: 地表最強心靈魔術師的終極錦囊 達倫.布朗(Derren Brown)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21 心靈控制術: 地表最強心靈魔術師的終極錦囊 達倫.布朗(Derren Brown)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38 爸爸的鬼點子: 跟心理博士學好玩的親子互動 黃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38 爸爸的鬼點子: 跟心理博士學好玩的親子互動 黃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45 寫入人心: 先讀心再下筆,沒有無法打動的對象 DaiGo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352 人生難免會有傷: 六個療癒步驟,揮別創傷、圓滿自己黃淑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369 醫療靈媒: 慢性與難解疾病背後的祕密,以及健康的終極之道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著; 林慈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69 醫療靈媒: 慢性與難解疾病背後的祕密,以及健康的終極之道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著; 林慈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83 跟家庭的傷說再見: 與生命和解的故事療癒 周志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383 跟家庭的傷說再見: 與生命和解的故事療癒 周志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0270 我們不願面對的食安真相 白志宏, 李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0898 世界名牌狗咬豬. 2 吳澄瑛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心晴



9789864710904 地理常識知道點 呂双波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911 狂人字典 吳澄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928 世界名牌狗咬豬. 3: 正妹潮男必讀時尚小故事 吳澄瑛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0534 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志(續臺灣鑛業會志 民國81-105年)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志編纂委員會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9384 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5第十七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68853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屆林銘煌總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41720 Schizophrenia 更名運動@臺灣 黃政偉, 陳萱佳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7164 臺灣行銷傳播白皮書. 2016年 王仕茹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行銷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復之友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鑛業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戶外遊憩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7464 亞洲基礎造形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2014 陳光大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514 早安日本語 釋大愚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822 料理你的親子溝通 林玟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486 景觀. 2016-I 曾筱茹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592 中亞市場商機探索: 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徐裕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08 數位角色行銷秘訣: 香蕉人談角色經濟 楊劍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08 數位角色行銷秘訣: 香蕉人談角色經濟 楊劍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15 切入中東市場商機 徐榮川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水蘭若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琦文化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礎造形學會



9789574953615 切入中東市場商機 徐榮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22 從臺灣營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的市場商機及操作實務袁明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39 開發日本客戶實務大揭密 李富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39 開發日本客戶實務大揭密 李富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816 臺灣癌症醫學的推手 開創時代新局的女科學家: 彭汪嘉康梁妃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7816 臺灣癌症醫學的推手 開創時代新局的女科學家: 彭汪嘉康梁妃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965 臺灣ERP產業報告. 2016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CERPS),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企業資源規劃(ERP)實驗室編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0958 崩塌的地質特性與防災 王文能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300958 崩塌的地質特性與防災 王文能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744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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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防災學會出版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8269 The 6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223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紀錄專刊. 第五輯: 兩岸和平發展中金門的機會與挑戰翁栢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802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15第二十回 顏明道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214 光.彩 時空影舞: 黃光男個展 黃光男著 精裝 1

9789869148221 義想巴黎: 張義雄特展 孫玉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6157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16年第五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盆栽藝術全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晴美術館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金門旅臺公共事務協進會



9789869165679 三階念佛彌陀禪修證儀軌 隨佛禪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857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會員作品集. 8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425 臺中水墨創作研究會畫集. 第五集 臺中水墨創作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942 易經生命科學 趙馥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804 無窮花之歌 李侑真著; 劉英皓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905 孫子商道: 第二曲線 詹茂焜著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商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六景彩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基督教環球福音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3580 中國大陸地區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經驗實務 林尚平, 廖仁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43580 中國大陸地區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經驗實務 林尚平, 廖仁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43580 中國大陸地區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經驗實務 林尚平, 廖仁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626 圓月寒山: 一個聖凡不二的高尚靈魂 黃志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6626 圓月寒山: 一個聖凡不二的高尚靈魂 黃志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24651 飛揚青春 彭海瑩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824668 我愛我家 彭海瑩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824675 航向美地 彭海瑩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824682 聖經寶貝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71429 超越苦難 章菊影主編 平裝 1

9789579771436 生命重整 Jan Johnson原著; 林瑋玲譯 平裝 1

9789579771450 萬福臨門 韋菊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71474 生之追尋 Matten Elass原著; 劉思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91806 綠色箴言 張力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91837 聖誕佳音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91844 優質單身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9180 EQ高手: 給渴望真正成功的人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9685 告別忙碌: 給忙碌的現代人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國際菁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聖經協會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9789578549708 饒恕之愛: 給被傷害、受創心靈的朋友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9027 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杞昭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712 大數據常用之編程軟體概述及應用 謝邦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729 大數據下多變量應用分析 謝邦昌, 陳銘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139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400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弗雷德.喀達克, 戴爾.金史密斯, 喬依.金史密斯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417 講道有方: 解經講道的基本功(簡體版) 白嘉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756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6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46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資料採礦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3010 海峽兩岸檔案管理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 2016年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秘書室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621 楞伽阿跋多寶羅經白話註解 紫虛居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504 數位時代的孫悟空 許炳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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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551394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簡啟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022 商標法實例解析 陳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3503 法學緒論 蔡佩芬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3749 從司法審判實務談醫病權益及訴訟處理 王聖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53763 借地建屋、推定租賃與誠信原則 吳從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554142 臺灣專利產業與爭端解決法制政策與國際化之檢討及展望宋皇志等著 平裝 1

9789862554906 研究與臨床的交錯: 談生物醫學研究之同意書與知情同意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4913 臨床工作常見的醫療爭議與法律陷阱 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藥師山居士佛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引號文創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檔案微縮學會



9789862554920 從青少年懷孕談生育自主(墮胎)與未成年醫療決策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4944 醫療職場教授醫學倫理與法律的know&how 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4951 臨床工作常見的性別議題: 職場性騷擾、性別與溝通、性別與醫糾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4968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相關法律臨床應用 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4975 末期病人醫療常規: 末期病人醫療決策的倫理與法律爭議王志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4999 第三方支付的商機與危機: 機制與法規環境的檢視李智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555378 營業秘密法「不可避免揭露原則」之荒謬: 評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暫字第5號民事裁定陳秉訓作 平裝 1

9789862555408 醫療機構法人組織責任 陳聰富作 平裝 1

9789862555507 醫療訴訟法院「輔助者」之建構: 日本專門委員與自然人複數鑑定制度吳志正著 平裝 1

9789862555514 法律人類學觀點下的醫療紛爭 郭書琴著 平裝 1

9789862555576 專利複合之專利權價值分攤與損害賠償: 以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4號判決為例沈宗倫著 平裝 1

9789862557518 法文化研究. 二, 歷史與創新 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518 法文化研究. 二, 歷史與創新 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516 回溫.礁溪 吳燦中, 劉時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383 一隻加長1/2的長頸鹿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90 靜悄悄的蛋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Dinna Hutts Aston)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406 鬧哄哄的巢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Dinna Hutts Aston)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437 我的百變人物畫 坎迪斯.沃特莫爾(Candice Whatmore)圖; 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文; 劉握瑜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444 我的歡樂漫畫本 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文; 坎迪斯.沃特莫爾(Candice Whatmore)圖; 劉握瑜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心想事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025 健康科學院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4學年度潘銘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3962 繪本的讀寫遊戲 林美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030 實用牙科植體學: 科學與藝術 Ashok Sethi, Thomas Kaus原著; 周承澤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5939 提升孩子情商的60個秘訣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946 提升孩子智商的60個秘訣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953 提升孩子創造力的60個秘訣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960 提升孩子逆商的60個秘訣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977 提升孩子財商的60個秘訣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984 伴隨孩子成長的成語故事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5991 伴隨孩子成長的對聯故事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08 伴隨孩子成長的歷史故事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15 伴隨孩子成長的謎語故事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22 伴隨孩子成長的童話故事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毅企業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9789869330039 伴隨孩子成長的神話故事 周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46 與動物面對面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53 宇宙大揭秘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60 奇妙的人體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60 奇妙的人體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77 動植物之最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84 家門口的植物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091 成長的秘密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02 動物中的精靈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19 可愛的大自然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26 地球大搜尋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33 自然之最 張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40 媽媽不見了 孫靜, 吳飛, 徐媛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57 廚房裡的火 孫靜, 吳飛, 徐媛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64 插座上的小洞 孫靜, 吳飛, 徐媛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71 好燙的水 孫靜, 吳飛, 徐媛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88 有人來敲門 孫靜, 吳飛, 徐媛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695 切水果的小刀 孫靜, 吳飛, 徐媛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09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一葉障目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16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聞雞起舞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23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水滴石穿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30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南轅北轍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47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磨杵成針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54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買櫝環珠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61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驚弓之鳥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78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畫龍點睛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85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杯水車薪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0992 中國傳統故事: 成語故事: 不屈不撓 李敏, 彭可興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868 島嶼音樂會 葉日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701 獸生文 字衍藝 陳義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80162 婚禮佈置歡樂Party小物 張巧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31 野學: 探索;在路上 徐匯野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0288 精神疾病的家族密碼: 談精神疾病與遺傳基因 劉智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01 纏足幽靈: 從榮格心理分析看女性的自性追尋 馬思恩(Shirley See Yan Ma)著; 吳菲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25 逃,生: 從創傷中自我救贖 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著; 謝幸芬, 林說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32 身體不說謊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著; 林硯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手藝家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文學街



9789863570356 海王星: 生命是一場追尋救贖的旅程 麗茲.格林(Liz Greene)著; 韓沁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63 青少年魔法書: 10位專家的親子教養祕笈 王浩威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70 找回內心的寧靜: 憂鬱症的正念認知療法 辛德.西格爾(Zindel V. Segal), 馬克.威廉斯(J. Mark G. Williams), 約翰.蒂斯岱(John D. Teasdale)著; 石世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00 愛的能量: 活化親密關係的能量療法 唐娜.伊頓(Donna Eden), 大衛.費恩斯坦(David Feinstein)作; 丁凡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17 你的心就是宇宙 普蘭.貝爾(Puran Bair), 蘇珊娜.貝爾(Susanna Bair)作; 徐曉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24 靈性之旅: 追尋失落的靈魂 莫瑞.史丹(Murray Stein)著; 吳菲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31 我的榮格人生路: 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 湯瑪士.克許(Thomas B. Kirsch)作; 徐碧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48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讓我們一同走過憂鬱的低谷廖士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62 陪伴我家星星兒: 一趟四十年的心靈之旅 蔡逸周, 蔡張美玲著; 李慧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79 失靈的大地: 生態心理學的反思與實踐 Mary-Jayne Rust, Nick Totton作; 黃小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86 當我老去: 迎接平靜覺醒的晚年 凱思林.辛(Kathleen Dowling Singh)作; 傅馨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93 浮沉展眉 陳依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16 記得要快樂: A到Z的法式幸福 克里斯多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e)作; 慕百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39 這不是你的錯: 對自己慈悲,撫慰受傷的童年 貝芙莉.英格爾(Beverly Engel)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46 紅書: 讀者版 榮格(C. G. Jung)作; 索努.山達沙尼(Sonu Shamdasani)導讀.注釋; 魯宓, 劉宏信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428 神經神學: 宗教有腦生物基礎嗎? 朱迺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428 神經神學: 宗教有腦生物基礎嗎? 朱迺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633 腦與宗教: 尋找腦中神明 朱迺欣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600657 遠藤周作短篇小說集 遠藤周作;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664 女漢子?: 女權與男子氣概 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C. Mansfield)著; 鄧伯宸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671 好的哲學會咬人: 來自11位哲學家的思想挑釁 艾克哈特.瑪騰斯(Ekkehard Martens)著; 麥德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688 權力與無知: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著; 朱侃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695 藍色加薩 蘇珊.阿布哈瓦(Susan Abulhawa)著; 張穎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39445 最新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十版 精裝 1

9789861939469 多功能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九版 精裝 1

9789864290604 GEPT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聽力&口說 蘇希, Sophia Hsiao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148 打造美好居家空間 李廣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9155 週休二日居家設計 李廣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99 ACME簡明英漢字典 呂惠雁, 魯漢傑(William Rubens)主編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1205 ACME實用英漢字典 呂惠雁, 魯漢傑(William Rubens)主編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1212 ACME學生英漢字典 呂惠雁, 魯漢傑(William Rubens)主編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1434 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九版 精裝 1

9789864291441 勞工法規 施茂林, 陳維鈞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458 新多益片語活學活用 蕭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489 樂聖貝多芬(全彩注音版) 王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496 非洲聖人史懷哲(全彩注音版) 黃雪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71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自然生態篇 林弘都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588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地球科學篇 洪名慶編著; 高章欽, 吳英豪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595 偉人故事 程怡菁編著; 夢想國工作室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1601 趣味故事 程怡菁編著; 久久出版工坊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1649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原著; 梅洛琳改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656 ACME隨身英漢字典 呂惠雁, 魯漢傑(William Rubens)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663 國中小英語必勝2000字 外文圖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1670 毛毛蟲女孩 許麗萍文; 蕭寶玲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1687 我還要玩 林佳靜文; 林佳靜, 劉麗月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1694 怎麼還不發芽呢? 黃慧敏文; 維他命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1700 職業小百科 黃健琪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1717 大發明小百科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9

世一



9789864291724 機器人小百科 陳俊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1755 新編學生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八版 精裝 1

9789864291762 最新辭海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779 精選寓言故事 唐雅燕編著; 張祐甄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786 三十六孝 范雅芬編著; 陳昭蓉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793 水滸傳 范雅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09 國父傳 唐雅燕編著; 高章欽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16 菇類好養生(附藻類) 張志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823 謎語大挑戰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30 猜謎高手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47 動腦大作戰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54 笑話大集合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61 笑話樂翻天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78 笑話一籮筐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92 禪意筆尖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908 淨心習字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915 簡明教育小法規 陳樹村編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4291991 萬年曆 法主堂山人, 葉俊逸編著 修訂四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292042 簡明勞工小法規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202 練習寫好字: 弟子規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292219 小學生習字帖: 三字經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606 應用統計學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十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29613 應用統計學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十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29620 應用統計學1000題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十七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北一補習班



9789869329637 應用統計學1000題 徐銘傑, 張子傑編著 十七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2681 驀然回首 詹錫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1578 集佛經偈語選. 二, 唐.柳公權 吳清圳佛偈整理; 陳忠建編者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256 阿嬤的碗公 吳在媖文; 祈嘉圖; 王昭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287 繪本感小物的旅行紀事 黃郁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294 阿嬤成為阿嬤的一天 長野英子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300 阪神地區與大眾休閒: 近代日本現代性再考 竹村民郎著; 羅成純, 張碧惠, 何源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317 小吉米海底大冒險 馬提亞斯.皮卡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0855 新編解剖學 許世昌, 郭純琦, 劉上賓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6120862 精神科護理學暨研討 盧淑敏作 平裝 1

9789866120879 新護理師寶典. 二, 內外科護理學 周湘秦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886 新護理師寶典. 七, 藥理學 陳思萍編著 4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本土文化



9789866120893 牙醫護理ABC 黃明燦, 黃彥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909 產科護理學 周汎澔等編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501 樹木健全性評估及管理參考手冊 林振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547 公共關係: 理論、策略與研究實例 孫秀蕙著 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319 鄉村美學攝影集 林劭潔, 劉慧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508 精靈火柴人: ...的藝術 楊振寰(Francis T. S. Yu); 許根玉等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607 NEW TOEIC會考的單字 張怡編著 其他 1

9789869207614 iBT TOEFL托福必考單字 George Wang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可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日夢創意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台大樹木科技



9789869207621 大家的第一本越南語 田中紀子編著 其他 1

9789869207638 全民英檢GEPT最完整的單字應試策略(中級) : 睡前五分鐘背誦書Michael King編著 其他 1

9789869207645 全民英檢GEPT最完整的單字合格攻略(初級): 睡前五分鐘記憶書孫敏華, Johnson Mo合著 其他 1

9789869207652 旅遊日語一指通 田中紀子,張雯麗編著 其他 1

9789869207669 我的第一本印尼語學習書 莫菲編著 其他 1

9789869207676 旅遊英語手指書 Robert Shih著 其他 1

9789869207683 背單字有好方法: 5大方法, 快速翻轉你的英語單字力Howie Philips著; 張中倩譯 其他 1

9789869207690 字根、字首、字尾NEW TOEIC990分核心單字 施銘瑋, Paul King合著 其他 1

9789869301206 我的單字不死背: 遇見會考2000單 Thomas R. Pellegrine, 陳凱莉合著 其他 1

9789869301213 30秒朗朗上口英語會話 施孝昌, Scott Williams合著 其他 1

9789869301220 一定會考1000單: 一背不忘.一輩子不忘 Douglas Roberts, 王嘉敏合著 其他 1

9789869301237 越傭會話一指通 莫菲編著 其他 1

9789869301244 偷吃步: 用中文溜旅遊日語 田中紀子, 張雯麗合著 其他 1

9789869301251 偷吃步: 用中文說英語 張小怡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602 追隨呂祖六十年: 指南宮主任委員高忠信道程仙蹤李漢昌, 林鴻圖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848 蛋捲童樂會 104學年度淡江大學兒童文學課程共同創作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台北指南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皮皮與丹丹



9789865678791 徹底終結!肩膀痛、腰痛、膝蓋痛 高子大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14 圖解象徵占星學全書 戴鵬飛著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5678821 養骨就能救命 韋貴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21 養骨就能救命 韋貴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38 神奇髮皂 娜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45 超級能量果汁 茱莉.莫里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8852 來去臺東 林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69 超級能量果汁 茉莉.莫里斯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678876 來趣花蓮 林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83 杯子蛋糕這樣做不失敗 vk cooking hous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890 超級能量果昔 茉莉.莫里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906 超級能量果昔 茉莉.莫里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8913 低溫烘焙健康蔬果肉乾 美好生活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920 最強的健康魔法冰塊: 洋蔥冰+番茄冰 村上祥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067 食品不安全的年代如何自保?顏宗海醫師教你怎麼吃最安心!顏宗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74 耳鳴,是救命的警鈴: 耳科權威教你不吃藥破解耳鳴的迷思!賴仁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81 3分鐘解決身體的問題: 超有效「內臟伸展操」,輕鬆打造不會累的身體!片平悅子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3800 御書與師弟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6683923 和平的哲學 寬容的智慧: 伊斯蘭教與佛法的對話A.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池田大作作; 陳鵬仁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138 希望的明日: SGI會長池田大作指導珠玉集 池田大作作; <>編譯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4

平安文化



9789865891374 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二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891381 人本教育新潮流: 杜威與創價教育 拉里.希克曼(Larry A. Hickman), 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 池田大作作; 劉焜輝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398 學習勝利的經典: <>. 6, 法華證明抄等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78128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7278272 御書的世界: 論人本主義的宗教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278432 香峯子抄: 與丈夫池田大作並肩邁進之路 主婦之友社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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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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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2190 有理就賠!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754 僖遊記: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第七屆畢業專刊. 2016賴新雅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761 水墨意象: 臺、日、美水墨交流展 施淑萍主編 平裝 1

9789869066778 KUSO計畫: 臺灣當代藝術展 施淑萍主編 平裝 1

9789869066778 KUSO計畫: 臺灣當代藝術展 施淑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石米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平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306 貴人的心藝術 張坤貴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8762 我在房市賺一億. 2: 預售屋實戰操作祕笈 月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47 手揉麵包教科書: 呂老師的86款超手感麵包全集呂昇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54 逆轉女王: 從女工到CEO的真情告白,即使滿手爛牌也能晉升人生勝利組!楊倩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78 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 Peter S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92 我只是四肢癱瘓: 脊髓損傷鬥士羅雅萱的生命故事羅雅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08 一生幸福的人生企畫書: 從事業、財富、家庭、心靈到退休,8個面向,理性效率規畫你的一輩子!李紹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15 嚴選78道食物調理機快手料理: 居家料理、開趴、戶外野餐、下午茶,輕鬆搞定!Olivia, Joly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7187 祈願: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北港徒步進香. 2016駱調彬總編輯 其他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210 制服.女孩X史旺基. 3 史旺基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227 青春顯影 A-ken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皮克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9789865727369 無所不在的咖啡因: 史上最合法、最有氣質、最普及的藥物墨瑞.卡本特(Murray Carpenter)著; 黃茂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376 習近平大棋局: 後極權轉型的極限 徐斯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390 販賣懷疑的人: 從吸菸、DDT到全球暖化,一小群科學家如何掩蓋一切真相娜歐密.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 艾瑞克.康威(Erik M. Conway)著; 林俊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06 我的失序人生: 從礦工女兒、實驗室宅女到社運組織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 林家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579 逆境的光明面: 自信的100種練習 艾美.史賓瑟著; 蔡宜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586 孤獨與掙扎才是天堂路: 買伯斯與150位領袖人物沒說的體驗史蒂芬.施奈德(Steven. J. Snyder)著; 湯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593 買方住哪比賣方在哪更重要: 虛實整合經濟下的消費者行為模式,跟你想的不樣!大衛.貝爾(David R. Bell)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29 別人的情緒,你讀懂了嗎?: 掌握人際回應力,輕鬆談出好關係裘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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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06452 ubuntu自由學電腦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452 ubuntu自由學電腦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07803 這樣做就有好運!召喚浪漫桃花的開運術 貓眼娜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7810 講到心坎裡的12星座X戀愛真面目 趙心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代表作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本事



9789869236188 勸導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95 三分鐘默想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02 投資理財: 股票、基金賺錢術 鄭利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19 諾桑覺寺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26 佛教聖典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33 巴菲特滾雪球高手 張大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40 為什麼不用另一種說法?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57 瑪雅大智慧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64 易經53個人生妙用法 王少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71 一本可以讓你看懂的經濟學 張大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88 猶太人金錢與智慧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495 論語領導者的心靈雞湯 趙雪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02 呂不韋99種大智慧 張自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84939 太極DNA: 解開太極拳的的健康密碼 李章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584946 我的功夫師父是李白: 用國學武出好體魄、好品德、好修養李章智, 韓基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433 我的魔法甜點罐 席琳娜.蒙納堤耶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易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未來書城



9789869290203 維摩詰經與生活實踐 何世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935 那些孩子教我的事 獅子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9935 那些孩子教我的事 獅子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202 文獻拾穗 劉阿蘇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4181 PVQC商業與管理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089926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項)學術科通關寶典周儷淑等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0678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通關寶典 TERA工作室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0708 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4550821 乙級電器修護學術科必勝秘笈 陳煥卿, 王柏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31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題庫高分關鍵含分析以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385 自動變速箱與故障排除 何達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415 日文單字力檢定JVQC3500字級適用日檢N3 王進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1422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1439 乙級網頁設計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李保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446 PVQC汽車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1460 乙級數位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掌舵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科大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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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樹時創美學



9789864551477 PLD可程式邏輯設計應用認證(Essentials Level)學科研讀攻略臺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484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化工裝置篇升學寶典劉復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1491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挑戰A+高分講義含解析陳惠華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4551507 升科大四技數學C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許燦興, 黃秀雯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4551514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與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超越講義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521 PLD可程式邏輯設計應用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學科研讀攻略臺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538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淡定分高分王含解析李宗榮, 蔡文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1545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 I 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1552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含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 II 林政煌, 郭欣, 王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1583 升科大四技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跨越講義邱佳椿, 林孟郁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1590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與分析化學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4551606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二升學寶典(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魏明堂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4551613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1620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基礎化工篇升學寶含解析蔡永昌, 王丹雲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1637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題庫高分關鍵 劉易, 蘇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1651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歷屆試題含解析 周達峰, 施士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1668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歷屆試題含解析 航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1675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跨越講義 蔡耀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682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張文澤, 李光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699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材料升學寶典含解析張盛進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1705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實習升學寶典 鄭育祥, 黃文才, 李俊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1712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鶴嘉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1729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件原理跨越講義含解析 鍾義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1736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歷屆試題含解析(專業一、二工程力學、工程材料、測量實習、製圖實習)胡錦鳳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1767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二淡定高分王含分析(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林英明等著 4版 平裝 1

9789864551774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 張誠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1798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含解析 江元壽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1828 升科大四技數學C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林宸卲著 6版 平裝 1



9789864551835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江元壽著 4版 平裝 1

9789864551859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數位邏輯含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傑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1873 氣壓原理與實務含氣壓丙級學術科解析附氣壓虛擬實習工場教學光碟汪冠宏, 黃啟彰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551897 文書處理Using Microsoft® Word 2013: 邁向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1910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含解析黃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927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淡定高分王含解析蕭文章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934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黃傑編著 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51941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黃傑編著 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5195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突破寶典含解析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965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基本電學實習突破寶典含解析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1972 升科大四技數學最佳方略. B,含解析本 林燕玲, 簡美智, 陳彥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989 色彩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詹升興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996 基本電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汪深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2009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劉君慧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016 應用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 林楓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2023 色彩原理升學寶典 耿立虎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2030 家政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呂巧華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2047 計算機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05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蕭如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061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陳新安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2078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及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旺根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2085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概論與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本高敏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092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郭庭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2108 升科大四技國文高分必勝訣竅含解析 王厚傑, 李郁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115 升科大四技國文歷屆試題完全攻略含解析 孫如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212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 楊玉清, 郭靜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2139 升科大四技飲料與調酒升學寶典含解析 范之(土薰)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2146 基本電學升學寶典 黃錦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2160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上, 餐廳篇劉君慧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2177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上, 緒論、餐飲、旅館篇蕭如妙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218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下, 旅行業、總結篇蕭如妙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191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下), 旅館篇劉君慧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207 國文雙面進擊含綜合測驗與寫作測驗附解析本 盧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214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美容科)專業一、二(家政概論、家庭教育、色彩概論、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林佳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221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專業一、二(家政概論、家庭教育、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歷屆試題含解析本林佳蓉, 郭宜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238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化學升學寶典 蔡永昌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2245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升學寶典含解析高登, 黃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252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學寶典含解析 林佳蓉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269 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升學寶典含解析蘇淑慧, 韓京倫, 張秀娟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276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 基礎生物升學寶典含解析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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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2320 升科大四技英文歷屆試題與模擬試題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許雅惠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337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英語類專業二歷屆試題含解析張玉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2351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C 陳富慶, 吳東樺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552368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曾清旗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375 升科大四技數學A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陳富慶, 吳東樺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238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科(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考前秘笈蘇文雄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2399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與外語群計算機概論跨越講義含解析致勝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40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學寶典 胡秝羚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2412 升科大四技數學統測歷屆試題分章精解. B 陳富慶, 董建利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2429 Scratch競賽主題程式設計 王麗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436 Scratch(mBlock)程式設計: 使用mBot金屬積木機器人李春雄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443 專題製作最佳祕笈: 商業與管理群適用 林淑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450 設計群專業一(色彩原理、造形原理、設計概論)加倍攻略詹升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46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本設計術科實作. 2,圖案插畫.圖文整合篇陳美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474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 盧浩賢, 宋重機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2481 超Easy!Blender 3D繪圖設計速成包 倪慧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498 PVQC電機與電子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2504 套裝軟體應用Using Microsoft® Office 2010: 邁向BAP Fundamentals Master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2511 電子學學習講義含解析. I 何漢, 凌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2535 電子學學習講義含解析. II 何漢, 凌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2542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通關寶典 王清崧, 楊瑞良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559 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歷屆試題考前模擬考: 國文、英文、數學C台科大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573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項)學科題庫必通解析吳秀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2580 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歷屆試題考前模擬考: 國文、英文、數學A台科大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597 全民英文單字力檢定VQC4000字級: 附VQC英文單字自我診斷系統劉振華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2627 PVQC計算機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戴建耘,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2634 電腦軟體應用 Using Microsoft®Office 2013: 邁向BAP Essentials Level Office大師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641 The handbook of project learning 張玉英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672 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郭昭英, 孫和義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2689 電子學 徐慶堂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52696 微電腦控制實習(Visual Basic串並列埠控制) 陳天利, 詹東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702 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B歷屆試題考前模擬考台科大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104 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暨歡慶和諧週. 2016 盧宛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104 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暨歡慶和諧週. 2016 盧宛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8714 世界一家 好客新竹: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特刊. 第28屆黎原胡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客屬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12

送存冊數共計：113

世界多元文化藝術協會



9789868278721 世界客屬第28屆懇親大會暨2015臺灣國際客家文化嘉年華黎原胡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036 弟子規釋譯(簡體字版) 鄭鐵城述解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4036 弟子規釋譯(簡體字版) 鄭鐵城述解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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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注音版)(明)呂近溪等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95 聖學根之根. 第二: 四字鑑略 龍文鞭影(國語注音版)(清)王仕雲, (明)蕭良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01 聖學根之根. 第三: 增廣賢文 笠翁對韻(國語注音版)(明)無名氏, (清)李笠翁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18 聖學根之根. 第四冊: 幼學瓊林(國語注音版) (明)程允升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25 聖學根之根. 第五冊: 孝經 百孝詩(國語注音版) (清)俞葆真撰著; 因緣生校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32 聖學根之根. 第六冊: 太上感應篇...中藥十九畏歌訣(國語注音版)因緣生校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49 聖學根之根. 第七冊: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省庵大師四念處頌(國語注音版)(後漢)安世高等撰著; 因緣生校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56 學庸衍義 因緣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63 笠翁對韻新注(漢語拼音版) (清)李漁著; 因緣生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4666 求收留 安祖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673 情人的熱度 糖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680 有事嗎?老婆 喬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697 求照顧 安祖緹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玉珍



9789863354703 我跟你把命拚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10 被寵壞的男人 糖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27 王爺夜侍寢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34 來自古代的她 樂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41 追逐愛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58 求愛我 安祖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65 侯爺貌美愛如花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4772 侯爺貌美愛如花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545 大元至寶 臺灣元青花分級收藏集粹 許明, 周世雄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8522 陰陽救護千鎮壓法真符經(全本) 草蘆主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518539 全臺寺廟靈籤註解 道成居士編著; 草蘆主人主修 二版 平裝 卷5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386 陰律無情合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676 三世因果經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24683 聞思瑣談 釋心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690 關聖帝君應驗桃園明聖經;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聖帝大解冤經 精裝 1

9789865924706 太上道德經;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太上感應篇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史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海



9789865924713 五母真經 精裝 1

9789865924720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大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精裝 1

9789865924737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209 甲桂林.領航三十 曹瑞濱, 高名孝, 李尚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308 百變的我.不變的我: 許自貴. 1978-2015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89315 拾光: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科技組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5級 初版 精裝 2

9789865689322 極現: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5級 初版 精裝 2

9789865689339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造形藝術美展: 我們的. 2016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285 正修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畢業專刊. 105級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105級畢籌會作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353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三期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89353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三期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正修科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甲桂林廣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377 英華集: 學生作品精選. 拾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292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618 30個經歷神回覆的禱告. 愛情萬象篇 陶牧群, 徐欣嫻, 周士煒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2984 撒姆爾.巴伯歌樂藝術: 聲樂作品演唱實務之探討邱寶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2991 Das antiphonarium salisburgense A-VOR 253 der stiftsbibliothek vora(德文)Chia-Hsin H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021 機電整合人機介面 黃致恆編著 平裝 1

9789869142038 微積分題解 陳素華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御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加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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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240 政府採購鑽石法則: 看懂政府採購核心程序 林炳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257 土地開發與規劃設計應用 黃宗源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2571 The arbitrary number in life Jue Chang作 平裝 1

9789863582755 老公,走吧!去打工度假 范立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03 紅網怨 尚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01 中華姓名四角碼結構式 李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400 揭開宗教的奧祕,你也可以成為教主 無法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455 臺灣死亡咖啡館: 手冊版 郭慧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61 永別了!高血壓 吳松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78 福爾摩莎血妖奇緣 施特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85 雲裡的書房詩文集 陳昱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608 臺語字典 陳浪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660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3684 水里港 林英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07 未曾離開北投車站的臺鐵員工及一株欖仁樹 羅文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14 手繪: 一種設計思考途徑 曹登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21 羊女氏 姜亭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38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議題的觀察與省思 尤天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52 追著奧運玩世界: 從雅典、北京到倫敦 詹鈞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69 凱因斯錯了?: 二十一世紀經濟學 陳立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76 真情密碼 宋隆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83 芳蘭生門: 關羽非死不可 雁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象文化

永然文化



9789863583813 奈米叢林 靈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820 霧散盡,我就啟程: 三百天抗癌紀實 劉永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837 韋博的創意著色本: 跟著恐龍探索世界 黃韋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844 大悟自在.步佛足跡 了空無雲和尚, 釋慧空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3851 大悟自在.步佛足跡 了空無雲和尚, 釋慧空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83875 憨山老學與生死學之思想建構與義理特質 陳松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882 竹山陳家的故事 陳加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29 國中數學講義. 第三冊 郭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83943 龍眼的季節 劉玲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67 化學偵探居禮先生. 3 喜多喜久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74 鹽埕漫遊: 鹽埕風華百年簡史 沈政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5846 末代達賴: 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 呂艾倫, 辛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53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 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60 喇嘛性世界: 揭開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呂艾倫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77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84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 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91 法華經講義.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891 法華經講義.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914 童女迦葉考: 論呂凱文之謬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38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倖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禾順彩色印刷製版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正智



9789869132619 彩繪人生: 曾秋香西畫展 曾秋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3687 從民生主義看居住正義的實踐 黎淑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6073700 法律與政治論文集 黎淑慧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73717 工程力學. II, 搶分秘笈 孫德昌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424 兔子阿姨寫信來 陳素宜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31 童詩動物園 林煥彰文;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55 勇敢的公主 管家琪文;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86 桃園在地醍醐味 劉淑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93 神奇的探索 于秉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93 神奇的探索 于秉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509 簡單學日語. 2 陳明姿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0516 簡單學韓語 楊人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90523 森林裡的土壤製造機: 雜木林的生態繪本 谷本雄治文; 盛口滿圖; 宋碧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530 可怕的災難 于秉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561 夏日大作戰 貝瑟妮.克蘭黛兒(Bethany Crandell)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04683 智多星出擊 陳偉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揚圖書



9789865661717 主播美食報: 45家動人美食x30處順遊景點,細品北臺灣真情滋味石怡潔, 徐敏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24 LINE@生活圈: 操作攻略手冊 鄭錦聰, 黃兆偉, Cecil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31 高雄美好小旅行: 在地美食x文創新星x懷舊古蹟江明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48 掀起你的蓋頭來: 王洛賓永遠的青春舞曲 胡芳芳, 孫浩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1755 食在臺南: 在地人推薦的73家好滋味 蔡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62 解憂咖啡館: 不冷不熱,溫的,剛剛好 温秉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79 鐵道.祕境: 30座魅力小站x5種經典樂趣,看見最浪漫的臺灣鐵道故事楊浩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86 多肉植物的生活布置: 15分鐘X50道桌上盆栽練習雷弘瑞, 王之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93 羊毛氈與不織布的療癒小物 麻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09 輕食餐桌: 麻球的日日小料理 麻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16 懷孕聖經 College National des Gynecologues et Obstetriciens Francais(CNGOF), Jacqes Lansac, Nicolas Evrard主編;初版 精裝 1

9789865661823 臺北週末小旅行: 52條路線,讓你週週遊出好心情許恩婷, 邱恆安, 黃品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187 一天3分鐘!轉轉腳踝,下半身就能瘦! 久優子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9194 吸血鬼之花. 4, 覺醒 申智恩作;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7770 健身運動心理學: 理論與實務的整合 Curt L. Lox, Kathleen A. Martin Ginis, Steven J. Petruzzello作; 張育愷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794 體適能評估與運動處方 Vivian H. Heyward作; 李水碧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848 居家呼吸照護手冊 江玲玲等作; 汪性寧主編 平裝 1

9789866287862 骨科物理治療學 曹昭懿等作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87879 骨科物理治療學 曹昭懿等作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87893 動作發展: 以終身觀點 Kathleen Haywood, Nancy Getchell作; 卓俊伶等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楓書局



9789866287909 物理治療精選. 8, 心肺物理治療學 晨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745 臺煤采風: 平溪 張偉郎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4854 山田戀. 卷五, 大喜臨門 雪妖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885 秀起名門. 卷二, 深鎖春光一院籌 群魔輪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892 後娘難為. 上卷, 這個娘子有點怪 大臉貓愛吃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908 後娘難為. 下卷: 我的良人很淡定 大臉貓愛吃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922 秀起名門. 卷三, 此情此景曾相識 群魔輪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939 秀起名門. 卷四, 連理枝頭花正開 群魔輪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960 且把年華贈天下 姒錦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332545 侯門囍事 今晚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332552 侯門囍事 今晚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336901 秀起名門. 卷五, 十年姻緣一線牽 群魔輪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344 鏡花水月: 中國古代美術考古與佛教藝術的探討顏娟英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樺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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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22510 佛遺教三經解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22527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國語注音)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22534 圓覺經集解 會性法師敬集 精裝 1

978957722254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22596 往生淨土傳輯要 釋性梵法師輯解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7222602 教觀綱宗集講 會性法師集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22657 佛說阿彌陀經 法安居士書寫繪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3615 快哉墨吟. 二: 永濟書法學會師生展作品專輯 永濟書法學會會員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5648 全球華人人才識別法則(簡體字版) 林瀾達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315655 漢字姓名識人術 林瀾達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315662 Arduino基礎機器人指南 SDDW科學教育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372 14-14穿越時空的來信 保羅.貝歐恩(Paul Beorn), 席蓮娜.艾德嘉(Silene Edgar)作; 陳太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396 前進吧!小不點 間瀨直方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402 假面淑女: 茶裡有毒! 羅蘋.史蒂文絲(Robin Stevens)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419 七大祕密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永濟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豐超媒體



9789863381426 想念五月 辛西亞.賴藍特(Cynthia Rylant)作; 周惠玲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00 萬民看媽祖 張家麟等作 平裝 1

9789869337717 宗教GPS: 深度旅遊導覽手冊 張家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704 佛子行三十七頌 登巴宇色格西講述; 張千金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970 給眼球世代的觀看指南 尼可拉斯.莫則夫(Nicholas Mirzoeff)作; 林心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987 社群媒體前兩千年 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作; 林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994 透明的記憶: 感受日常玻璃溫度 行人文化實驗室企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176 動腦玩,玩腦動 郭乃文, 張騰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5183 大國戰略: 安倍晉三和歐巴馬政府的東南亞區域發展競合宋鎮照, 蔡相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90 非線性系統與控制. II, 控制設計 楊憲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格魯解行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830 奇夢商店街. 貳, 謝謝光臨 闇夜星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0847 奇夢商店街. 貳, 謝謝光臨 闇夜星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537 翁明哲: 尋找地平線 心中的閃閃亮亮 翁明哲著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327 臺院訓錄(乙未年). 卷二七 至聖先天老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327 臺院訓錄(乙未年). 卷二七 至聖先天老祖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708 印心雅集展「慈悲.喜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306 奈良女子散步 樂吃購!日本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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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心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日媒體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向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9106 日檢N1讀解 徐先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502 領隊導遊實務. 一,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519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526 不動產估價概要 莊濰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533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4合1 甄慧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557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甄慧, 劉俊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9564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571 理財規劃人員 李植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9588 觀光資源概要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595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試應試寶典 林緯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601 領隊導遊英語速戰攻略 黃惠政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2659618 圖解國家考試上榜好容易 王寶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625 圖解制霸教育學大意 許巧燕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9632 圖解制霸人事行政大意 藍乙軒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124 英吉 楊英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505 江青的上海往事: 作為藝人的藍蘋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平裝 1

9789869154512 毛澤東的旗手: 江青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54529 毛澤東的旗手: 江青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54536 毛澤東的理論家: 張春橋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西弗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亦安工作室



9789869154543 毛澤東的理論家: 張春橋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54550 張春橋的革命之路: 濟南.上海.延安.晉察冀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4567 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林彪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54574 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林彪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54581 毛澤東的金棍子: 姚文元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54598 毛澤東的金棍子: 姚文元與「文革」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379 文化.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 李健儀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2386 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二期 劉得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400 德國萊因國際禮儀教材 楊宇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6869 西藏密宗占卜法: 妙吉祥占卜法 蔣貢密彭法王原著; 談錫永編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6936876 大乘密嚴經密意 談錫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883 地藏菩薩本願經與修持法 洪啟嵩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36906 大圓滿直指教授密意 談錫永譯疏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光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西伊歐技術諮詢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竹宇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57314 認識瑞吉歐: 瑞吉歐教育在韓國的再建構 吳文子作, 唐梅譯 平裝 1

9789867257321 幼兒體育: 理論與實踐 日本幼兒體育學會編; 黃愫芬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605 超圖解!慢卡路里讓你瘦: 為什麼有人喝水就會胖,有人怎麼吃都胖不了?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605 超圖解!慢卡路里讓你瘦: 為什麼有人喝水就會胖,有人怎麼吃都胖不了?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612 一讀一行: 從魯蛇到人生贏家的自我充實法 劉根容著;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629 專利取得!營養多+抗氧化+不挑鍋的小火蒸煮法山本千代子, 山本智香作; 涂祐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629 專利取得!營養多+抗氧化+不挑鍋的小火蒸煮法山本千代子, 山本智香作; 涂祐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636 碧昂絲也在用!22天瘦身革命 馬可.博格斯(Marco Borges)著; 蔡孟儒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643 一本讀通38本商業經典的終極筆記 Global Taskforce作; 陳昭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650 自學時代: 找回學習的動機與主權,成為自己和孩子的最佳教練黃夏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667 想像與寫實: 奇幻藝術大師教你畫出不存在的事物詹姆士.葛爾尼(James Gurney)著; 林容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64667 想像與寫實: 奇幻藝術大師教你畫出不存在的事物詹姆士.葛爾尼(James Gurney)著; 林容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64674 每個孩子都是問題兒童 中川李枝子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674 每個孩子都是問題兒童 中川李枝子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419 愉快的老後 保坂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433 女人不狠,男人不乖! 曾子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440 做事做到位: 掌握正確心態、有效執行工作的30個好習慣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464 心經.生活禪 林慶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495 薪水高的人都這樣自我介紹: 把內向、慢熱、不會說話變優點!這樣自我介紹,讓你找到好工作、搶到大訂單,打造超強人脈立川光昭著;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5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9789865626501 安田式時間救援: 優化24小時使用效率的終極時間掌控法安田正著; 巫佳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483 薩琪不想當空中小姐 提利作; 戴爾飛繪; 王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506 橡皮筋可以拉多長? 麥克.泰勒(Mike Thaler)文; 傑利.裘納(Jerry Joyner)圖; 林真美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513 貝拉的生氣天 蕾貝卡.派特森(Rebecca Patter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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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6951 中年的意義: 一個生物學家的觀點 大衛.班布里基(David Bainbridge)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68 解密無人機: 高科技殺人武器的誕生 安德魯.科伯恩(Andrew Cockburn)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75 當別人被淘汰,只有你能生存下來!: 從孫子兵法到麥肯錫,讀懂三千年的戰略智慧鈴木博毅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82 救命療法.生酮飲食: 德國最新的癌症研究與實證,即使已被宣判不治的病人,都還有重獲新生的機會徐拉特樂(Christina Schlatterer), 柯諾(Gerd Knoll), 康美樂(Ulrike Kämmerer)著; 彭意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99 丟掉40個虛假的好習慣: 放下似是而非的假東西,你才能在成功的路上遇見真實的自己午堂登紀雄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03 簡樸生活的練習: 從丟東西開始的豐富人生 法蘭辛.潔伊(Francine Jay)著; 陳正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34 人類存在的意義: 一個生物學家的思索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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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5904 寰宇醫學教育大趨勢 李英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911 杏壇奇聞錄 李英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百昌生物醫藥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米奇巴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404 Happy castle let's go shopping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11 Happy castle i love sports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28 Happy castle fun sounds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35 Happy castle let's act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42 Happy phonics(藍本)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59 Hop on junior let's learn(藍)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66 紅臉叔叔 李思娉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2473 大衛和哈比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80 是誰的聲音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497 火焰山與芭蕉扇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03 歡樂城堡: 購物樂趣多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10 歡樂城堡: 聲音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27 歡樂城堡: 運動會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34 歡樂城堡: 戲劇百老匯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809 妳也可以剛好變漂亮 林挺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500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龔覃雅文字; 龔向華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香設計企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有故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5072 孫叔唱副歌 孫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75089 舊約縱覽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劉如菁, 許惠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338 雲光雨霽.靜波襟懷: 嚴前總統家淦與藝術家之文墨交萃張玉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770 電機機械 蘇武昌, 李淵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794 基礎化學 鄭宇欽等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831 數學 張豐宜, 王永進合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964848 數學 張豐宜, 王永進合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964855 輸送現象: 觀念闡釋、理論式推導與實務探討 徐永錢, 陳鐿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64862 輸送現象: 觀念闡釋、理論式推導與實務探討(習題詳解)徐永錢, 陳鐿夫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608 江凌青的筆記人生 江凌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1236 最新病歷記錄指引 范碧玉, 洪祖培, 黃瑞仁編著 二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江凌青博士紀念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珍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909 古查布鞍遷村一年 林倩如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916 美好生活,其實很簡單: 韓良露和李漁的「閒情偶寄」韓良露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923 當愛比遺忘還長 朱全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947 攝影美學七問: 與陳傳興.漢寶德.黃春明的對話錄阮義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961 蔣勳.池上.駐村 蔣勳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57978 池上日記 蔣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985 池上印象 蔣勳文字.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906 海童: 一本漂流的想像誌 廖鴻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025 從手面相來判斷運勢 黃恆堉, 李羽宸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46219 華力進教授自傳暨紀念文集. 1924-2011 華力進, 華筱玲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0726 天寶往事 劉建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33 富貴本無種: 天下第一俠商的賺錢神話 葉宏君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象品牌形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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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吉祥坊



9789863900764 血色回眸 陳興廉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5815 Entering the kingdom of god Moses Tsuo[作]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1049 工業電子學 張吉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602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第十一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出版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9978 突破醫學侷限 創造生命奇蹟: 靈學與醫學的相互關係荷嚴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774 羅絲瑪麗: 啟發身障人權、特殊教育和醫療倫理的甘迺迪家族悲劇凱特.克里福.拉森(Kate Clifford Larson)著; 張瓊懿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9659 臺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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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然醫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備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805 一林桃李: 施懿琳教授榮退紀念文集 蔡明諺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302 百意帶你玩造型: 線上互動.彩妝髮型創作筆記書小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6160 實用農地舍登記專題與法令研析 鄭竹祐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638 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 釋迦牟尼佛作 修訂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107 佛陀教你強心術: 有效改變人生的練習 蘇曼那沙拉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4114 覺悟帶著走 大衛.米奇作; 關靜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4145 煩惱處方箋 海雲繼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4152 心性之旅《夏加師利尊者傳》 謝仁波切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曲嘉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意造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銓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意打字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898 幻想即興曲: 偵探響季姊妹. 蕭邦篇 西澤保彥作; Miy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00 莫札特,前往布拉格途中 伊都阿.莫瑞克(Eduard Morike)作; 陳蒼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00 莫札特,前往布拉格途中 伊都阿.莫瑞克(Eduard Morike)作; 陳蒼多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351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三下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368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五下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375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六下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382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四下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3399 超腦麥斯 思維數學: 千變萬化(簡體字版) 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539 超腦麥斯 思維數學: 理想國的果實(簡體字版) 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546 超腦麥斯 思維數學: 巧板36變(簡體字版) 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584 超腦麥斯 思維數學: 拼圖達人(簡體字版) 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591 超腦麥斯 思維數學: 奇妙的圖形(簡體字版) 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706 超腦麥斯 思維數學: 堆棧高手(簡體字版) 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713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一下 行龍數位教育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720 數學大師國小資優數學.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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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1038 頂尖業務必備的主導式銷售力 五丈凜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1069 最新版日文動詞大全 張文朝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好優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行龍數位教育



9789869241083 反對思考: 100個需要打破,但你可能深信不疑的商業理論?想要成功,快把大腦清一清張維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003 麥當勞為什麼會失敗? 小川孔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010 日本頂尖廣告公司「博報堂」顧問教你如何找到商品價值力!岡田庄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034 誰買了我的個資? 羅伯特.席爾(Robert Scheer)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152 餐桌上 索艾克(Soac)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795 跟TED學說故事,感動全世界: 好故事是你最強大的人生資產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795 跟TED學說故事,感動全世界: 好故事是你最強大的人生資產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801 開會就是創新的現場: 佐藤可士和打造爆紅商品的秘訣佐藤可士和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818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花亦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825 你的點子需要牙籤: 英國創意大師教你一加一等於三的利多思考戴夫.卓特(Dave Trott)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825 你的點子需要牙籤: 英國創意大師教你一加一等於三的利多思考戴夫.卓特(Dave Trott)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832 我愛這個現實的城市: 最令人信服的28歲創業家帶你闖出自己的路GRE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832 我愛這個現實的城市: 最令人信服的28歲創業家帶你闖出自己的路GRE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849 不怕你沒本事,就怕你沒SENSE: 培養市場感覺,預見未來的暢銷榜Chikirin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849 不怕你沒本事,就怕你沒SENSE: 培養市場感覺,預見未來的暢銷榜Chikirin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98802 愛麗縫紉全書:裁剪法 王阿珠編著 二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志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自轉星球文化



9789579998819 愛麗縫紉全書:領子的研究 王阿珠編著 一版三刷 平裝 1

9789579998864 袖子的研究 王阿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681101 愛麗縫紉全書: 裁製法 王阿珠編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515 爺爺的筆記本. 第十八集, 夏朝歷史的缺頁 李華陽著 初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1456 類遺囑 古能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981 Humanistic buddhism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967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星雲大師口述; 妙廣法師等記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100 佛光山開山49周年年鑑. 2015 釋滿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李元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文館圖書



9789868501539 佛光大藏經. 唯識藏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330 六十甲子籤詩解暨六十四卦卦解 何俊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89700 教育法規 羅正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0415 保險學(高普考) 陳世昌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538 土地法(三合一)強效版. 106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552 票據法概要 孟成, 高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576 導遊･領隊 英文 揚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0651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 林敏玄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0682 審計學題庫 金永勝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0699 專責報關人員: 四核心歷屆綜合題庫 揚瀞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279 行政法秒速記憶 程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743 社會學雙Q: 申論&測驗題庫 畢成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0750 銀行考前攻略 陳龍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767 破解公民(司法特考) 陳萱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0774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陳萱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0781 公共管理新論 郭雋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0798 國文精粹(含題庫) 朱武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804 會計學(含中會)秒速記憶 蕭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811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秒速記憶 劉秀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828 作文: 請你跟我這樣作 田丹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老師易經陽宅研究中心



9789864720835 交通安全常識 林敏玄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0842 行政學圖破主義 紀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859 民法總則秒速記憶 慕劍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873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鐵路特可專用) 陳萱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0880 專技社工師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897 警特國文精粹(含題庫) 朱武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903 土地法規概要 蕭華強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0910 經濟學(高普考用)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927 臺電-法學大意 程怡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0934 警專化學 石益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941 民法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0958 貨幣銀行學 何薇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965 中級會計學題庫 郝強, 蔡家龍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0972 觀光資源概要. 臺灣篇、世界篇 呂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996 經濟學 許偉, 許碩傑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1009 憲法關鍵讀本(警察考用)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009 憲法關鍵讀本(警察考用)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016 憲法關鍵讀本(高普考用)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016 憲法關鍵讀本(高普考用)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023 經濟學-臺電考試 許偉, 許碩傑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1030 鐵路國文測驗: 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106版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054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與爭點(含公務員法) 楊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061 法學緒論 鄭中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1078 行政法總論 林清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1078 行政法總論 林清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1085 警專乙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092 高普政治學新論. 106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115 高普法學緒論. 106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153 警專甲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160 警專地理 林必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177 警專數學 王瑋, 吳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184 世界文化史(包含臺灣史) 黃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1191 財政學新論 鄭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207 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221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歐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1238 不動產經紀人主題式(五合一)考前速成 林育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1351 行政法總論: 司法特考用 林清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1368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1375 土地法規(高普專用) 蕭華強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1405 行政學析論 程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1412 教育測驗與統計: 錦囊妙計 高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429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完全攻略<> 林育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436 基本電學(高普考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467 經典行政學讀本 宋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1498 經濟學關鍵焦點題庫Q&A 徐喬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1504 國語文 徐喬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1535 運輸學(含大意): 普考專用 林敏玄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1542 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暨心理測驗) 鄭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1566 電子學(高普考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580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597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張旭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603 政治學: 20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610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清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1627 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634 教育法規大意: 初等專用 羅正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1641 互動式.憲法: 高普專用 呂晟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658 互動式.憲法: 鐵路特考專用 呂晟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665 特殊教育 徐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672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精編 高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21719 行政學精論 陳真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1726 稅務法規 張建昭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1733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李齊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1740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岳昀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77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 張庭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788 稅務法規(高普考) 萬華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1818 警特.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825 司特.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849 公文速成兵法(司法特考) 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856 公文速成兵法(鐵路特考) 江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1887 憲法讀本: 24組經典主題(警察特考專用) 劉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894 憲法讀本: 24組經典主題(高普考專用) 劉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917 民法總則 幕劍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1924 4Power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931 4Power土地登記: 高普考用 林育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948 統計學 吳迪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1955 公共管理精論 陳真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2006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論與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013 幼兒.兒童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 張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020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2037 社會學析論 畢成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2044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程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051 互動式.憲法(警察考試專用) 呂晟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075 社會學 韋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2082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蕭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2099 財政學 周群倫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2112 犯罪學表解 王碩元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2129 心理學(包括諮詢與輔導) 喬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143 國文(測驗) 金庸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2150 司特.國文: 測驗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174 國文: 測驗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6893 Come to live: intermediate(student's book). 10 Jason Chen[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410071 我的第一本家庭書 Jo Hsiao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125 Collins大數據分析: 職場最常用商務詞彙 Will Capel, Jamie Flockhart, Sue Robbins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149 彩繪圖解日本語(口袋書) 佐藤生, 虞安寿美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163 ABC英語故事袋. 安徒生童話篇 廖慧雯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170 日常英語怎麼說?(口袋書)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187 彩繪圖解英語通 沛馨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194 TAKING OFF Book. 4 陳豫弘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4410217 走到哪英語說到哪: 英語會話實境圖解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224 Come to live: student's book. 11 Jason Chen[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410231 我的第一本城市書 Jo Hsiao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248 彩繪圖解英語會話: 靠英語走透透!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255 TLC互動英語. 海外旅遊篇(點讀版) 錢玲欣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262 當場用得上的英語會話5000句 盧亦珮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279 Kids互動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4410286 這句英文怎麼寫?英文email大抄本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293 專攻NEW TOEIC文法解題秘技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309 可聽可說可溝通 實用英語會話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5

送存冊數共計：108

希伯崙公司



9789864410316 臨時一定要會的英語5000句 盧亦珮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323 看NBA學英語 王啟恩等作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1691 紅樓說茶: 趣談紅樓夢中茶之文化與養生 段振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411714 紅樓說酒 段振離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918 五根五力禪修法要: 三十七道品信勤念定慧菩提分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7925 四聖諦禪修法要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7932 十二緣起法禪修法要: 三十七道品七重羅網菩提分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629 約翰愛瑪麗 火星爺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636 超人大頭貼 火星爺爺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011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5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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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奇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宏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四聖諦講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499 打開家用哲學醫藥箱 艾柳薩.史瓦茲(Aljoseha A. Schwarz), 隆納德.史威普(Ronald P. Schweppe); 洪清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4658 從臨摹開始學畫畫!人物素描實例22堂課. 兒童篇野村重存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689 編排&設計BOOK設計人該會的基本功一次到位: 封面.內頁.目錄.附錄.扉頁.圖文搭配......諸多書籍&雜誌相關專業技巧,讓你一次搞懂!松田行正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33 微醺大人味: 手作の甜苦&酒香巧克力 高橋里枝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40 會呼吸&有溫度の白x綠木作設計書: 9名小屋女子の北歐風部屋設計實例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57 好作x好吃x超驚喜的捉迷藏蛋糕 下迫綾美著;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64 蕾絲.荷葉.花邊.格紋.立體雕花: 法式浪漫古典糖霜餅乾桔梗有香子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88 Home Baking!麵粉有夠好玩!甜蜜蜜の烘焙好食光: 好玩x好學x好吃!32道簡單易作＆每天都想吃的美味甜點陳信成, 粒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1502 丁柯小密探系列: 手機和麥當勞套餐之謎 卓右晴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500 郝強英文會話俱樂部 郝威威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吾皇多媒體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苗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良品文化館



9789869040822 東南亞汽車產業政治經濟的跨國比較 戴萬平作 平裝 1

9789869040822 東南亞汽車產業政治經濟的跨國比較 戴萬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792 恩典面面觀: 倚靠福音勝任相夫教子的職分 葛羅莉亞.弗曼(Gloeia Furman)作; 劉怡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22 贖罪論 伯特納(Loraine Boettner)著; 趙中輝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6687839 信仰的基石: 聖約與應許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林千俐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6687846 憐憫: 以耶穌的眼光來待人 約書亞.麥克(Joshua Mack)作;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53 不知足: 為何我這麼不快樂? 派羅(Lou Priolo)作;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60 試探: 以斷睕的決心根除惡習 亞當斯(Jay E.Adams); 張逸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77 忠心: 不再找藉口 派羅(Lou Priolo)作;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42873 系統神學 任以撒著 新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206 坐看雲起: 陳宏勉林淑女的書寫印刻情事 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874 英文學術論文寫作: 講解與練習 董崇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56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 第二輯 李怡, 張堂錡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63 為詩一辯: 止微室談詩 秀實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君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改革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3104 劉德方故事講述研究 王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39 我們,在主內永生! 阿沙納斯.凡切夫.德.薩拉西(Atanase Vantchev de Thracy)原著;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60 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 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溫席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77 觀念、分類與文類源流: 日治時期的臺灣現代散文趙偵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91 羅素與中西思想對話 丁子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07 耕莘50小說選 許榮哲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14 耕莘50詩選 白靈, 夏婉雲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21 葉紅女性詩獎精選集(2006-2015) 陳謙, 顏艾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38 寫給邊境的情書 曾元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45 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 沈信宏作 一 平裝 1

9789863263852 二十八宿星錦繡: 耕莘寫作會金慶研究班文集 許春風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90 耕莘50散文選 凌明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06 你永遠都在: 耕莘50紀念文集 李儀婷, 陳雪鳳, 凌明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13 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 張大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20 66詩集: 大地震.海嘯和福島 森井香衣著; 李魁賢譯 平裝 1

9789863263937 永久酪農場 阿米紐.拉赫曼(Aminur Rahman)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703 靈芝,妙不可言 吳亭瑤著; 許瑞祥審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781 讓好運每天都發生: 你祈求的好運,90%掌握在自己手裡!本田健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茲文化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吳亭瑤個人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571 臨床研究設計 Stephen B. Hulley等作; 楊振昌等譯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237 麻州總醫院門診手冊 Meghan M. Kiefer, Curtis R. Chong作; 方文輝等譯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807 公共貨幣: 現代版芝加哥貨幣改革計畫 邁向政府負債歸零之路山口薰作; 謝森展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235 這一次,就對自己狠一點!: 21世紀百大領袖金博士給上班族的十種鍛鍊金鎮愛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235 這一次,就對自己狠一點!: 21世紀百大領袖金博士給上班族的十種鍛鍊金鎮愛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242 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 黃震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59 開口就是一齣好戲: 致詞、簡報、面試、交涉…好萊塢實力演員親身指導,關鍵場合說出精采!麥可.波特(Michael Port)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259 開口就是一齣好戲: 致詞、簡報、面試、交涉…好萊塢實力演員親身指導,關鍵場合說出精采!麥可.波特(Michael Port)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009 邪箭囈語: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之邪說. 上冊陸正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16 邪箭囈語: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之邪說. 下冊陸正元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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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圃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特庫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45 墨.彩異趣 陳慧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4218 腦筋急轉彎. 情緒管理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14249 科學小天才 動腦動手大探索套書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14263 海底總動員. 2: 多莉去哪兒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4270 海底總動員 繪本典藏套書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14287 海底總動員. 1: 電影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第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210 音樂. 二(乙版) 葉娜心, 呂岱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34 公民與社會. A(乙版) 吳玟伶,陳昭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58 家庭飲食桌遊 陳佳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65 地理. II 蕭坤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478 國際休閒創意產業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黃宜純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育達文化

赤粒藝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485 育達科技大學應用日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北見吉弘, 陳慧瑩, 張惟綜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5144 隨身祕笈本-會計學/中級會計學. 106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6015151 中級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6015175 稅務法規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6015199 稅務法規(會計師) 萬華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1170 大東京乘車EASY PASS究極全攻略 林倩伃企劃.文字 平裝 1

9789863491170 大東京乘車EASY PASS究極全攻略 林倩伃企劃.文字 平裝 1

9789863491224 第一次自助遊大阪神戶超簡單 陳維玉等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231 搭地鐵玩紐約 穆學理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248 東京玩全指南 Manning Tokyo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255 宜蘭嗑小食100 楊育禎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262 第一次自助遊沖繩超簡單 林倩伃文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279 愛臺玩觀光工廠100+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286 第一次自助遊巴黎超簡單 姚筱涵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293 京阪神花小錢玩很大 陳維玉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309 京都 大阪 神戶 奈良: 乘車FREE PASS究極攻略 劉孟慧執行編輯; 皮朋哥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宏碩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355 Connections book Kyle J. Olsen等[編]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362 EFL 6 Reading. 1 Keith Beckett, Amy Simpson, Benjamin Marquis編著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8379 EFL 6 Reading. 2 Keith Beckett, Amy Simpson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4778393 Connections book Kyle J. Olsen等[編]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250 臨床針灸治療手冊 潘隆森編著 增修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0030 首楞嚴經直解 慈霛整編 初版二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50054 首楞嚴經直解 慈霛整編 初版二刷 平裝 下冊 1

9789868950047 首楞嚴經直解 慈霛整編 初版二刷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247 行政執行法 實務精義 洪志明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646 人氣創業素小吃 林美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707 1鍋3菜快手電鍋套餐 薛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克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志遠



9789866199714 超好學!平底鍋蛋糕 杜佳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738 黃金滷肉飯 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745 手作低鹽醬泡菜 陳富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752 賣冰 吳佩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769 客家媽媽的客家味 黃春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776 女中醫幫妳坐好月子 莊雅惠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006 臺大超好玩: 臺大校園導覽畫冊 謝豐舟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510 初心: 吳明儀 茶席展 賴秀芬, 賴秀桃, 吳明儀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584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instruction林壽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015 陳龍驤太極拳悟真 陳龍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31022 太極拳本義闡釋 陳傳龍作 第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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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阜士特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杜鵑花科學人文工作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197 禽畜保健衛生. 二上 謝快樂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128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八課版). V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931272 新亞遺鐸 錢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302 中庸形上思想 高柏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319 琴臺碎語 黃友棣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137 王精行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王精行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6200 弘揚孝道: 徵文比賽優勝作品集. 105年, 國小組 弘揚孝道徵文比賽獲獎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6217 弘揚孝道: 徵文比賽優勝作品集. 105年, 國高中職組弘揚孝道徵文比賽獲獎人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771 唱歌學日語.影音版. 上 蔡茂豐作 平裝 1

9789862390269 日文法圖表分析 趙順文編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拓方印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公店扶輪社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112 統測主題式: 五項全能王(詳解本) 陳建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105 統測主題式: 五頂全能王(試題本) 陳建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136 活用西語句型會話. 初級 雷孟篤著 其他 1

9789869350167 活用西語句型會話. 高級 雷孟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0174 活用西語句型會話. 中級 雷孟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90731 大學歷屆指考英文詳解本 陳建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841 蟲林鎮: 精綴師 大衛.鮑爾達奇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72896 流浪者系列. 2, 繼任者 賽爾基.狄亞錢科(Sergey Dyachenko), 瑪麗娜.狄亞錢科(Marina Dyachenko)著; 吳淑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03 混血之裔. 1: 宿命 妮琦.凱利(Nikki Kelly)著;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10 妹妹的墳墓 羅伯.杜格尼(Robert Dugoni)作; 李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27 都市傳說. 11, 血腥瑪麗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34 字母之家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著; 邱麗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41 超能冒險. 4. 宙斯的詛咒 彼得.勒朗吉斯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800 高等應用數學 杜全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809 詩畫人生: 如詩如畫的幸福創作路 成貴理文.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之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青水彩色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7468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中華國際墨彩藝術學會. 2015第十一屆包容,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41824 中國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1831 中國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1848 中國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1855 中國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1862 中國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041879 日本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1886 日本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1893 韓國建築史 葉大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597 陳振孫研究六種合編 何廣棪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044603 李白詩歌藝術論 房日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610 哲學、歷史視野下的兩宋詞人心靈史 周建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627 哲學、歷史視野下的兩宋詞人心靈史 周建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634 宋詞與亭臺樓閣考論 王慧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641 宋詞飲食書寫研究: 以果物為對象 鄭琇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658 多元文化中元代邊塞詩的發展 郭小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665 陳衍詩學研究: 兼論晚清同光體 吳姍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672 陳衍詩學研究: 兼論晚清同光體 吳姍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696 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 邱正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719 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 邱正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



9789864044702 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 邱正略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4726 清代臺南五條港的發展與變遷: 以行郊、寺廟為切入途徑郭承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33 日治時期北客再次移民之發展歷程研究: 以雲林縣林內鄉、莿桐鄉為例謝惠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40 再聞客音: 日治以來彰南地區客家移民與竹塘醒靈宮之研究柯光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57 琉球久米村人: 閩人三十六姓的民族史 呂青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64 日治時期大溪社頭與彩牌之研究 林柑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71 大溪豆干禮俗與飲食研究 李中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88 日治時期臺灣巫覡術士之研究 楊東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795 南投道教寺廟研究: 以竹山等四鄉鎮為範圍 張雅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01 臺灣意識與歷史教育的變遷(1945-2011) 王日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18 大眾記憶與歷史重述: 解嚴後臺灣電影中的殖民經驗再現(1987-2011)陳碧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25 石魄天旌: 臺灣本島現存清代貞節牌坊之形制與圖像研究施雲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32 「後現代」與臺灣當代水墨 林章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49 高雄都會區臺灣原住民口傳故事研究 張百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56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 林建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870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 林建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863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 林建廷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4887 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 楊明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894 臺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以1940年代為中心林嘉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900 臺灣日文新詩的誕生: 以<>、<>為中心(1895-1926)張詩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917 以文學建構新歷史: 臺灣大河小說的興起與發展黃慧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924 龍潭客庄詩社社群發微: 以陶社、龍吟詩社為例劉金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948 21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2001-2010年)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955 21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2001-2010年)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962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979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986 章學誠<>之經典校讎學 蔡琳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993 唐御史臺職官編年彙考(初盛唐卷) 霍志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006 西夏文<>譯釋與研究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013 清人經解地理考據研究 孔祥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020 <>與山東資料彙編 杜貴晨, 周晴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037 陸楫及其<>研究 李昭鴻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044 陸楫及其<>研究 李昭鴻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051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方志卷.初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075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方志卷.初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068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方志卷.初編 趙興勤, 趙韡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5082 輯校民國詞話三十種 楊傳慶, 和希林輯校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05 靈魂與自然: 托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新探(簡體字版)方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12 趨向至善: 托馬斯.阿奎那的倫理思想初探(簡體字版)劉光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29 索洛維約夫宗教哲學思想研究(簡體字版) 潘明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36 轉向: 走在成聖的路上: 加爾文<>解讀(簡體字版)孫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43 追隨論證: 有神信念的知識辯護 柏斯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50 基督教文化論略(簡體字版) 張文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67 宗教交往與公共秩序: 中國當代耶佛交往關係的社會學研究(簡體字版)李向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74 侯活士品格倫理與趙紫宸人格倫理的批判性比較(簡體字版)趙文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181 雪域聖詠: 滇藏川交界地區天主教儀式與音樂研究(簡體字版)孫晨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198 雪域聖詠: 滇藏川交界地區天主教儀式與音樂研究(簡體字版)孫晨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204 天地之間一齣戲: 20世紀英國天主教小說(簡體字版)張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228 新中國民營報紙的消失(1949-1957) 鄭宇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235 新中國民營報紙的消失(1949-1957) 鄭宇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242 中國民營廣播史 艾紅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259 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法制研究 殷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266 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法制研究 殷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273 <>與近代科技文化傳播 鄧紹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280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陳建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297 向左走 向右走: 一九四九年前後民間報人的出路抉擇陳建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03 中國古代報刊法制發展史 倪延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27 甲骨文基礎字形構形與使用研究 陳丹, 高玉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34 甲骨文象形和指事結構類型使用情況調查 陳丹, 高玉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41 許瀚之金文學研究 郭妍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58 <>研究 龐壯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365 <>研究 龐壯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372 <>同義詞研究 高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89 「也」、「矣」、「已」的功能及其演變 曹銀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396 <>音義關係術語略考 李福言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402 <>音義關係術語略考 李福言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419 李漁韻學研究 辜贈燕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426 李漁韻學研究 辜贈燕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433 西洋傳教士資料所見近代上海方言的語音演變 姜恩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457 汪偽南京市政府研究(1940-1945) 王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464 抗戰前國民政府兵工署的組織與人事(1928-1937)葉國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471 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 近現代中國對人權的解讀和追求馬振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488 商務印書館企業制度研究(1897-1949) 范軍, 何國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495 培育一種文化生活: 中國近代大學校園文化之形態與功能研究李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501 培育一種文化生活: 中國近代大學校園文化之形態與功能研究李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525 <>經傳與孔孟荀「命」觀念思想及改命方法 陳芝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532 <>經傳與孔孟荀「命」觀念思想及改命方法 陳芝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549 清代詩經學研究 陳國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556 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 兼論儒道關係鄭倩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563 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 兼論儒道關係鄭倩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570 從「默觀」看東西文化交流與對話: 十字若望與莊子的對談聶雅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587 張湛<>與道家思想 周美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594 <>倫理思想研究 韓廣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00 韓非道論思想研究 劉小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17 北宋仁學思想研究 鄭建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24 北宋四子的「誠」論 李旭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31 王安石政治哲學研究 畢明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48 論朱熹鬼神觀之哲學與宗教向度 郭芳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55 湛若水工夫論之研究 黃泊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62 藥病為喻的精神史: 以錢謙益為中心的考察 陳孟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79 和而不同: 黃宗羲的門戶關懷與<>的編纂 白潔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686 王夫之氣論思想研究 陳美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693 王夫之氣論思想研究 陳美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709 自然與必然: 戴震思想研究 龍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716 太谷學派及其教育思想研究 楊奕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723 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新儒家道統論研究 萬國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730 澄觀<>之研究 釋正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747 澄觀<>之研究 釋正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754 從煩惱到解脫: <>心所與意義治療學的對話 簡汝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778 在學術殿堂外 劉世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785 摯虞研究 徐昌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792 摯虞研究 徐昌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808 南朝山水文學研究 胡武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815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 林景隆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822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 林景隆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839 水滸續書研究 魏永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846 元雜劇的文化精神論 高益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853 元雜劇的文化精神論 高益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860 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 葛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877 集曲研究: 以萬曆至康熙曲譜的集曲為論述範疇黃思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884 集曲研究: 以萬曆至康熙曲譜的集曲為論述範疇黃思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891 說故事傳統和唐代中後期文學變革 鄭廣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907 宋元類型故事研究 黃玉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914 明人筆記中初見之國際型故事研究 林彥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921 徐文長之傳說與故事研究 陳麗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5938 清人筆記之生活故事研究 陳美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945 清人筆記之生活故事研究 陳美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952 包公傳播研究 李永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969 包公傳播研究 李永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5983 史前社會複雜化理論與陶寺文化研究 蘇家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5990 史前社會複雜化理論與陶寺文化研究 蘇家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003 西周金文中的姬姓世族 劉攀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010 <>所見王室起居職官專題研究 張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027 <>人物稱謂文化研究 閆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034 漢高祖研究 傅幼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041 劉秀「退功臣而進文吏」研究 趙瑞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058 魏晉南北朝史事考釋 李文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072 魏晉南北朝史事考釋 李文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065 魏晉南北朝史事考釋 李文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6089 北朝學制研究 侯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096 唐代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 周能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102 北宋武將研究. 續編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126 北宋武將研究. 續編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119 北宋武將研究. 續編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6133 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 申友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140 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 汪栢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157 從鄭貴妃到客氏: 晚明政爭中的幾個宮闈女性 鄭冠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164 中國古人生活淺論 蔣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171 箸史 徐華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188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 以四部史書為例劉玉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195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 以四部史書為例劉玉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201 新時期中國大陸史學思潮的遞進與嬗變.1978-2011范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225 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 第一輯, 新詩舊集影印叢編劉福春, 李怡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43977 戀愛遺傳子XX 影木栄貴原作; 蔵王大志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3013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23020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323037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23044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22924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112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323129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322931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2948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2955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2962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22979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22986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2993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23006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26557 圖書館之主 篠原ウミハル作; 光依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2110 圖書館之主 篠原ウミハル作; 光依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4817 笑傲曇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75852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7511 87超頻者 二ノ宮知子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3

送存冊數共計：162

東立



9789863482901 鄰座的柏木同學 霜月絹鯊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5384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0416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1840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991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3219 向前行 七路眺作; 725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4520 靈魂奪還者 藤沢亨原作; 秋重学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4537 靈魂奪還者 藤沢亨原作; 秋重学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5008 我在麻理體內 押見修造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227 Days 安田岡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6234 Days 安田岡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8399 其實我是... 增田英二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8856 天真與閃電 雨隱ギド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9594 小不點日記 日丸屋秀和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0987 靈魂奪還者 藤沢亨原作; 秋重学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1458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2165 架刑的愛麗絲 由貴香織里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691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4060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824329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4763 吸血鬼僕人 田中ストライク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4787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5036 影子籃球員 TV動畫版角色書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5043 影子籃球員 TV動畫版角色書動畫影籃EX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3825340 宙斯之種 飯島浩介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361 七龍珠彩色漫畫. 弗力札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378 七龍珠彩色漫畫. 弗力札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415 七龍珠彩色漫畫. 人造人.賽魯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477 七龍珠彩色漫畫. 魔人普烏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682 Are You Alice?: 你是愛麗絲? 二宮愛原作; 片桐いくみ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827351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827450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827665 英雄派遣公司 島本和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672 英雄派遣公司 島本和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801 HACHI: 東京23宮 西義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679 Stand Up! 山川愛兒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853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猴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828969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樫木祐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9560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9799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0173 磯部磯兵衛物語: 浮世多辛苦 仲間亮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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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310784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Shin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883 急性子伯爵與時間小偷 久米田康治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1316 盾之勇者成名錄 藍屋球作; アネユユサギ原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481 元氣少女緣結神 鈴木Julietta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312498 王樣老師 椿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312603 12BEAST 十二魔獸 オカヤド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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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313020 心裡念著的人 みささき楓李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313037 木嶋同學的戀愛試驗 桃李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3044 社員就是這樣被訓練出來了 魚ともみ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313105 獨占我的英雄 ありいめめ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3549 被愛妄想 中村卯月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3648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3723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4195 心跳特區: 秘.蜜 宮崎摩耶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4294 假面教師BLACK 藤沢亨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4300 假面教師BLACK 藤沢亨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4386 水手服與偶爾穿上的圍裙 小林俊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393 開心女子宿舍的小不點 氏家卜全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416 賠命金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805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5291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315840 偽戀4seasons. vol. 4, 橘万里花 動畫女主角迷你寫真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5970 幻想玩偶 ファン夕ジス夕ド一ルプロジェクト/FD製作委員原作; めきめき漫畫; 許任駒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987 幻想玩偶 ファン夕ジス夕ド一ルプロジェクト/FD製作委員原作; めきめき漫畫; 許任駒譯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994 夜森之國的索拉妮 はりかも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182 默示錄愛麗絲 鏡貴也原作; ようこ漫畫;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298 去與你相見 森川讓次作; 江思翰譯 平裝 1

9789864316328 千緒的通學路 川崎直孝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458 瑠璃宮夢幻古物店 逢坂八代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502 就算是這樣 筒井旭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601 體驗撈金魚吧 大谷紀子作; Mu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625 SSS! やまだ有見原作; hatsuko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663 妄想的畫筆 鷲尾美枝作; 郝致均譯 平裝 1

9789864316717 LADY COOL酷女郎 許斐剛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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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317004 晨曦公主 Mizuho Kusanagi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7028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7059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317462 學園管家 伊沢玲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317738 輪迴的花瓣 小西幹久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837 華生的陰謀: 夏洛克.福爾摩斯異聞 秋乃茉莉作; 程馨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179 香朵拉: 絕對依存的歌姬 囚人原作; 木虎こん漫畫;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230 日日青春 登田好美作; ASADA譯 平裝 1

9789864318346 美味大挑戰 雁屋哲, 花咲アキラ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4318667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318759 吸血鬼僕人 田中ストライク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8797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8919 機器飯友 岩岡壽枝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940 小巷裡的動物診所 斉藤倫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957 小巷裡的動物診所 斉藤倫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114 召喚惡魔 久保保久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319701 大江戶妖怪瓦版 香月日輪原作; 高橋愛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909 愛因修坦1904 大井昌和原作; 出店宇生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916 愛因修坦1904 大井昌和原作; 出店宇生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985 群青戰記 笠原真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081 SAKURA BRIGADE第八0八技術試驗中隊 日向寺明德原作; あずま京太郎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098 SAKURA BRIGADE第八0八技術試驗中隊 日向寺明德原作; あずま京太郎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166 妖怪少年偵探團 てにをは原作; 双葉はづき作; 程馨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180 過不了的顎門 山田秋太郎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620203 櫃子裡的少年 高橋葉介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289 變女: 奇怪女子高中生甘栗千子 此ノ木世知留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302 第一次交到了男朋友。 青山春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0333 The Mark of Watzel怪傑的標記 武富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0401 魔法使的事情 西原梨花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418 魔法使的事情 西原梨花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746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20890 薔薇色的臉頰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0913 J的故事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920 J的故事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0975 阿宅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071 甦醒&沉睡 連打一人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101 朋友X怪獸 乾良彥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187 孤獨者 榊原宗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262 神啊,我要抹殺你的存在 松橋犬輔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354 同級生是肌肉君 小崛真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361 同級生是肌肉君 小崛真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415 高嶺之花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21422 高嶺之花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21477 南島學園 さだうおじ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989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2054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2061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22078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622177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2627 12BEAST 十二魔獸 オカヤド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3099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3365 高嶺與花 師走ゆき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464 戀愛忍法帖 IDEA FACTORY原作.監修; 青井水戶漫畫; 風間羚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471 戀愛忍法帖 IDEA FACTORY原作.監修; 青井水戶漫畫; 風間羚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3518 魔法少女 貞德 蛙空原案; 木升狐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563 LET'S!排球少年!? レシ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662 波奇酷洛 松本直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761 新.櫻花通信 遊人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058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4324 哥白尼的呼吸新裝版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331 哥白尼的呼吸新裝版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348 雞肉俱樂部新裝版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4386 我們的小鎮是神明的庭院 金森文美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307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314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406 獵獸神兵 めいびい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444 完美世界 有賀リエ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090 烏龍派出所999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1

9789864626106 食戟之靈公式食譜遠月學園勝負的一道菜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6182 流星花園Next Season 神尾葉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366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6373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6410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6427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6496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571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588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6595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6618 佛師的佛心: 鎌倉半身佛師錄 鎌谷悠希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625 佛師的佛心: 鎌倉半身佛師錄 鎌谷悠希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632 佛師的佛心: 鎌倉半身佛師錄 鎌谷悠希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656 蝙蝠殺手 よしむらか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861 魔法甜點師小咲!! 古味直志原作;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892 DEAD Tube死亡影片 山口ミコト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939 迷宮羅曼史 藍川沙季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356 懶人的餐桌 久住昌之原作; 水沢悅子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7677 可以說愛你嗎? 富士山ひょう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684 可以說愛你嗎? 富士山ひょう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707 戀愛危機 上川きち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627738 賣弄小聰明的傢伙 碗島子作; 澤野綾譯 平裝 1



9789864627936 即使這樣我也喜歡你 徐譽庭原作; 絵本奈央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7950 鄰居*同居 渡边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7974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張家銘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28308 陽光小子與害羞和尚 ゆくえ萌葱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628513 銃夢火星戰記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575 亞人醬有話要說 ペ卜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582 亞人醬有話要說 ペ卜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674 偏執的戀愛交鋒 嘉島ちあき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8728 膽小作家不敢要 下條水月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628759 不幸中的幸福 エソゾウ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8803 豹變系野獸 二条クロ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628896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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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629084 妖怪手錶(全妖怪大百科) LEVEL-5 Inc.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190 終焉之栞 結城あみの作; スズ厶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9275 金田一少年之2天1夜小旅行 天樹征丸, 佐藤文也原作; 泡箱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367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9794 是兄弟,也是外人。 倫敦巴里子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4629879 共鳴-魅惑之聲-SIDE:B 水名瀬雅良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629909 性的嗜好依存系男子 秋吉し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9916 男孩們的玩具箱 蒼宮カラ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629923 湛藍色的世界 古矢渚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9930 23:45 緒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9947 放學後的邊緣 ム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629954 相生結. 續 灼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9978 請讓我愛你 千葉たゆ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9992 劇終後純愛的開始 桜井しイコ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0004 調教方法=可圈可點 ほむらじいこ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700028 我對我的無知一無所知 百乃モト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066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073 不思議之國的助手大人 大和名瀬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363 黑博物館GHOST&LADY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00370 黑博物館GHOST&LADY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00448 就連企鵝也會接吻的 桜井リょ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0592 魔導少女們 真島浩原作; BOKU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615 植物專家 橋本花鳥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52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69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851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暁なつめ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3642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張紹仁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098005 PSYCHO CHO-PASS心靈判官 執行官 狡噛慎也 サイコパス製作委員会原作; 斎夏生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4042 妖怪手錶 小石獅: 與花火的奇蹟時間 柴本翔, LEVEL-5 Inc.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328698 二號男友 ともち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485667 童話主角的生活 春野アヒル;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9344 你一直是別人的戀人 立野真琴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489375 這就就叫做愛嗎? 間宮法子作; 澤野淩譯 平裝 1

9789863650577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48冊 1

9789863655619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655664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3377 絕對服從的偶像 中村雪千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3824022 Drop Frame消失的時間 成家慎一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050 Spirit circle: 魂環 水上悟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124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02091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01131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01155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ツ力サ原作; 三郎太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1162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1186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01209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1223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70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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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01285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701308 產科醫生鴻烏 鈴ノ木ユウ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445 工作細胞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469 廢材與金幣的庫洛迪亞 さがう総, 渡航(Speakeasy)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701612 Clockwork Planet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1629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629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何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728 K-Lost Small World 壁井ユカコ(GoRA)原作; 大喜多夜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827 粗點心戰爭 琴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834 粗點心戰爭 琴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1865 從12點開始 左京亜也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1964 東京電車 木下けい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2039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060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02077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2114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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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7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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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02190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02206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2213 迷亂!七大罪學園! 鈴木央原作; 球木拾壱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268 妖怪連絡簿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2329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2404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2480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2602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619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671 等待花開時 日高ショー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749 童貞地獄 小菊路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703029 動手建造迷宮吧. 1, 別只顧著吃,上工吧!魔王大人!渡良瀬ュウ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70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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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03074 精靈使的劍舞. 15, 多拉古尼亞的龍王 志瑞祐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864703081 東京闇鴉. 13, COUNT>DOWN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703128 危險契約情人! 秀香穗里作; Y.S.譯 平裝 1

9789864703135 不可以玩這種遊戲!. 4, 要是男女同居,就會擾亂風紀岩波零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703159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166 NARUTO 火影忍者我愛羅秘傳砂塵幻想 岸本斉史原作; 小太刀右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3173 七曲七海的奇妙祕密 雨木シュウスケ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3180 魔王難為. III 紅淵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3197 魔界羅曼行. 1, 濺血的邂诟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703203 封劍靈域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3210 封神演戲 森田季節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227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3234 羽月莉音的帝國 至道流星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3845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852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869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4002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704019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704026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04040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04071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4125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4149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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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704170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04187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0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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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冊 1

9789864704200 暗戀那件小事 Leila原作; 藍淋作 平裝 1

9789864704224 龍的飼養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4231 魔王難為. lvol.05, 零下寒血殺戮者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704248 消滅魔王的龍騎士 鷹山誠一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255 千變萬化的交錯連鎖. 03, 黑色翼刃與白色刻劍 刈野ミ力タ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704262 劍刻的銀乙女 手島史詞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4279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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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704293 NARUTO火影忍者 曉秘傳 滿地綻放的惡之花 岸本斉史原作; 十和田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4309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704316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704361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704378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704392 如果折斷她的旗. 14, 如果我們在不同游泳大會相遇,或許就會成為好朋友了......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704408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4415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筱涵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422 排球少年!!小說版!!. VI, 奔馳吧!菜鳥們!! 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林以庭譯 平裝 1

9789864704439 nez 迷戀你的氣息. 4, Your Lovely Smell 榎田尤利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4446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4545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552 公主心. 11, 贈與你無比的愛之卷 高殿円作; 陳姿瑄譯 平裝 1



9789864704569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4576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曾柏穎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583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4590 人生. 第8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704927 捏造陷阱: NTR コダマナオ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085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57集 1

9789864705191 人娃契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207 淨化戰爭 宴平樂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5221 非愛宣言 李崇萍[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5269 獵人 富樫義博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705320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705337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5344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05351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5368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705412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4冊 1

9789864705443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0545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5627 隱藏關卡 常勝[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702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05719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5726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鈴木大輔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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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05757 今晚月色迷人,你就去死吧 要マジュロ, 榊原宗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771 獄都事變公式同人合集-蒼 リンネ堂, SUNPLANT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705788 獄都事變 あおのなち, リンネ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801 勇者凜的傳說. Lv. 5, 為了跳脫不及格與挽回消失的羈絆,我穿越了時空。琴平稜作; 蕭嘉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5818 終極反英雄. 3, 東方大征伐 海空リく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705825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864705832 精靈幻想記. 1, 虛偽的王國 北山結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705849 劍士&魔術師: 霸劍皇帝與七星姬騎士 柑橘ゆす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924 簡單.環島 張博棋作 平裝 第1集 1

9789864705931 神話大戰吉爾伽美什騎士 翅田大介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948 橘花學園女子宿舍PARADISE RESIDENCE 藤島康介原作; 野梨原花南作; 謝育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955 NARUTO火影忍者 超純情忍傳 岸本斉史原作; 東山彰良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5962 鎧甲公主物語. 2, 帝國第一皇女的和平戰爭論 葉村哲作; 童小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5979 瀕臨絕種的左眼龍王. 2, 弒神之獸 千月さかき作; 何宜叡譯 平裝 1

9789864705986 我的怪物眷族 日暮眠都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051 魔劍軍師與虹之軍團 壱日千次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068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06082 千之魔劍與盾之少女 川口士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6099 僕傭物語 竹某人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211 漫畫 酷MA萌 熊本縣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228 漂流武士 平野耕太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6259 戀一夜 響涉渉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706358 魔王育兒記 飯島浩介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570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679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70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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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864706723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07034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7058 實境網遊(VRMMO)的課金無雙 鰤/牙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7065 我的姊姊有中二病. 6, 邪神復活,這次人類真的要滅亡了!?藤孝剛志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864707072 必勝迷宮的經營方法 幼馴じみ作; 熊次郎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096 老師,你錯了。 岸杯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7119 NARUTO火影忍者 鼬真傳. 光明篇 岸本斉史原作; 矢野隆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7157 魔法藥水救救我 岩船晶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164 悖德學園. 1, 籠中之王 樋口美沙緒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707171 愛上最差勁的你!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864707195 迷路小瑪在萬金 值言作 平裝 1

9789864707201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7218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XI, 彩色庭園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707225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313 法則解析推背圖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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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6296 通緝!偷書者兔子洛菲 愛蜜莉.麥肯錫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302 突突山上的祕密基地 琳達.莎拉文; 班傑.戴維斯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800 品質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品質系統從這裡起步梁寶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018 Discovery English: compass. A Genius Educational Systems Co., Ltd. 1st.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兩本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尼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47

送存冊數共計：392

空玄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布拉教育文化



9789868930025 Discovery English: clue. A Genius Educational Systems Co., Ltd. 1st ed. 平裝 1

9789868930032 Discovery English: key. A Genius Educational Systems Co., Ltd.[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8930049 Discovery English: map B Genius Educational Systems Co., Ltd.[編] 1st.ed. 平裝 1

9789868930056 Discovery English: compass. B Genius Educational Systems Co., Ltd.[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087 GiGi&NiNi go to school Lisa M. W[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6292 Writing mapping Lisa M.W.[編]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46308 Writing mapping Lisa M.W.[編]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46315 Baby genius 1b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346 Baby genius 1c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377 Baby phonic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46384 Baby phonic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6391 Baby phonic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46407 Baby phonic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46414 Baby phonic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46421 Baby phonic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46551 Genius English. 3a(student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568 Genius English. 2a(student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50 American style. 2a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67 American style. 3a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74 American phonics power. 1a(Workbook)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704 Target grammar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46711 Target grammar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6728 Baby phonics 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46735 Baby phonics 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6742 Baby phonics 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46759 Baby phonics 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46766 Baby phonics 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46773 Baby phonics 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46780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1a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797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1b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03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1c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10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2a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27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2b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34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2c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41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3a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58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3b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65 Baby genius activity book. 3c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889 看不見的領導智慧. 1: 領導心語 張慶勳, 顏永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6896 看不見的領導智慧. 2: 心靈對話 張慶勳, 顏永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146 啟動你的創意天賦: 好好愛.快意生活.享受工作的創造力練習巴尼.班恩(Barnet Bain)著; 謝惠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98337 功能性花草茶之包裝標示色彩研究 蕭惠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0142 神秘靈子術傳授錄 潛修居士, 陶如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60159 新靈子術 天岸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自然養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40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603 阿里山獅子會35週年紀念特刊 阿里山獅子會全體獅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428 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林伯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565 文獻研究新視野: 第四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著作目錄彙編沈惠如, 叢培凱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633 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19屆 東吳大學企管系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3517 讓未來的你 超越現在的自己. 一 曾國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252 舞蹈運動. 標準舞篇 黃于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克拉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吳企管系

送存冊數共計：2

阿里山獅子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387 月光之東 宮本輝著; 陳蕙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394 蝕罪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305 掟上今日子的挑戰狀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329 相剋: 警視廳失蹤課.高城賢吾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269 陸宗達文字學講義 陸宗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276 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 黃德寬, 常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283 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 徐志學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290 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 徐志學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825 滬江大學學術講演錄 上海理工大學檔案館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863 儒家生態意識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研究 陳業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887 儒家生態意識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研究 陳業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870 儒家生態意識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研究 陳業新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023 與生俱有的魔法天賦 安晝安子作;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6030 媽媽,幫我這樣穿 崔美姬作; 黃譯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047 從前從前...... 東雨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6054 顛覆童話. 3,甩掉尾巴的小美人魚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061 露露與菈菈的法國吐司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6078 媽媽,我把心都畫在紙上了 金善賢作; 周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085 顛覆童話. 4,睡不著的睡美人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MIKI繪;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昌明文化



9789869276092 修改分店今日公休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2422 魔法公主. 13, 女王的初戀情人 成田覺子作; 千野枝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439 名偵探解開: 謎題&推理136個檔案! 土門トキオ作;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446 邊玩邊學習的地球百科: 這是什麼呢? 孫承輝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551 接待の日本語 黃兆銘, 加藤香織, 黃菲蓉著 其他 1

9789866020629 テーマで学ぶ基礎日本語(中日對照) 西口光一著; 許智堯, 尚昂文化編輯部中文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0636 テーマで学ぶ基礎日本語(中日對照) 西口光一著; 許智堯, 尚昂文化編輯部中文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20643 テㄧマ別中級から学ぶ日本語 松田浩志, 亀田美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0650 時代に適応した日本「古典」文学教育 楊錦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667 テㄧマ別中級から学ぶ日本語練習問題集 亀田美保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0674 テーマ別中級から学ぶ日本語教師手冊 松田浩志, 亀田美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4309 ISO 9000品質管理系統詞彙 林耀煌, 林昱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264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1041-2期社區化成果展刊李麗華, 趙靜嫺, 李修玲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東技術學院行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長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尚昂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394 行動商務虛實整合服務創新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387 公民素養與通識教育 劉明香等作; 林智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038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一-二, 工法篇王本楷等作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25045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一-二, 工法篇王本楷等作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25052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三, 法規篇王本楷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690 近代俄國鋼琴作曲家梅特納<>之研究: 從作品分析、創作理念與鋼琴教學層面探討黃惠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11 龍起於淵: 龍山書社書法篆刻首展作品集 龍山書社編輯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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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果室內裝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和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8844964 原點.解析: 霍剛的東方抽象語法 霍剛[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2679 走入小兔彼得的世界: 波特經典童話故事全集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86 丹丹的褲子 岩村和朗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93 丹丹的帽子 岩村和朗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16 丹丹的手帕 岩村和朗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23 丹丹的白熊弟弟 岩村和朗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85 好朋友專賣店 內田麟太郎文; 降矢奈奈圖;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92 好朋友,對不起 內田麟太郎文; 降矢奈奈圖;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08 好朋友,請多指教 內田麟太郎文; 降矢奈奈圖;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15 找一找,點點在哪裡? 安迪.曼菲爾設計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22 綠蜥蜴和紅方塊 史帝夫.安東尼文圖;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53 我討厭吃烤魚 塜本靖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14 我想要妹妹! 湯尼.羅斯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21 我沒事,我沒事! 五味太郎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599 遇見科學 張惠博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5815 休閒住宅的熟成: 從奈孝雄1號住宅到玉田墅民宿謝子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5822 共享價值 成人之美 張惠博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玩股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奇果創新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7652 高勝率新手專用 三招縱橫股期權 軌道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768 植物大戰殭屍: 宇宙無敵好笑多格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281744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2, 隋唐五代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1751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3, 北宋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775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4, 南宋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782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5, 遼夏金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799 我不需要禮物,爸爸 蘿多維卡.齊瑪(Lodovica Cima), 安娜莉莎.史達拉(Annalisa Strada)作; 橄欖樹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102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6, 元朝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802 篳路藍縷 流轉年華: 基隆長庚卅周年口述訪談文集謝文斌, 吳欣樺, 王韻涵訪問; 簡榮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324 觀念: 一個第二代企業家的思維 黃冠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813 天生我材必有用學生手冊 Teresa Blanding作; 喬宜思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人類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河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734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1572 旅行曼波 吳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180 捷客多一句300句最夯英文慣用語 知英文化編輯部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197 捷客多一句5000個英檢中級字彙 Rick Crooks, 王卓群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0166 吃飯囉!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173 早安!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180 我們的尾巴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197 我家在哪里?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03 我會做什麼?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10 誰的便便?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27 氣球飛了!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34 誰的腳印?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拇指王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5610241 睡覺的地方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58 我們的聲音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65 我會數123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72 彩色世界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89 我們來比一比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296 我的好朋友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02 排排隊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19 我有翅膀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26 有禮貌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33 萌萌蓋房子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40 圓圓的生日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57 球球滾走了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3436 片仔癀戰勝肝病 山ノ內慎一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50476 絕地逢生,反賭逆轉勝: 澎湖公民力量的展現: 臺灣首次公投勝利的故事陳香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50490 Buddhist normative ethics Shih Chao-hwei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5786 旺宅好媳婦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青春



9789863285793 旺宅好媳婦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847 旺宅好媳婦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854 旺宅好媳婦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861 旺宅好媳婦 花月薰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878 成親好難 夏語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885 成親好難 夏語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5892 我的駙馬很腹黑 柳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908 我的駙馬很腹黑 柳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5915 小醫女的逆襲 墨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922 小醫女的逆襲 墨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939 小醫女的逆襲 墨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946 小醫女的逆襲 墨櫻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953 小醫女的逆襲 墨櫻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960 莫負蓁心 糖雪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977 莫負蓁心 糖雪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984 莫負蓁心 糖雪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991 福氣臨門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004 福氣臨門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011 福氣臨門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028 福氣臨門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035 福氣臨門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6042 福氣臨門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6097 追夫心切 江邊晨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103 追夫心切 江邊晨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110 追夫心切 江邊晨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127 ㄚ鬟不好追 青梅煮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134 ㄚ鬟不好追 青梅煮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6141 巧手回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158 巧手回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165 巧手回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172 巧手回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189 巧手回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6196 巧手回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6202 爺兒休不掉 容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219 爺兒休不掉 容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226 爺兒休不掉 容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233 爺兒休不掉 容箏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240 一妻獨秀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257 一妻獨秀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264 一妻獨秀 芳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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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28830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釋迦牟尼佛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28847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含科判)釋迦牟尼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232 Beyond magic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574484249 Get Ready for GEPT(Intermediate Level)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574484263 單字.片語ALL YOU NEED 佳音英語研發團隊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4270 寫作.口說ALL YOU NEED 彭威鈴, Grace Chang文字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4287 閱讀ALL YOU NEED 施雅萍, 朱家嫺, 趙珮珊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84294 文法ALL YOU NEED 田超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41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000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014年度報告 鄭鴻鈞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923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釋法音淺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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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3713 樂理知音. 鋼琴篇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083720 樂理知音. 鋼琴篇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083737 樂理知音. 鋼琴篇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3冊 2

9789869083744 樂理知音. 鋼琴篇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4冊 2

9789869083751 樂理知音. 鋼琴篇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5冊 2

9789869083768 樂理知音. 鋼琴篇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083775 小提琴樂理課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006 哲善顧執 顧兆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006 哲善顧執 顧兆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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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4

明彥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年報編輯小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音宣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600 Singing in the rain活出大師對生命的熱情與態度 劉瑄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738 一心主張 吾土吾民: 陳歐珀談國事論國是 陳歐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460 漢朝就是這麼瘋狂. 卷二, 呂后奪權.七國之亂 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477 漢朝就是這麼瘋狂. 卷三, 少年天子.漢武雄風 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484 漢朝就是這麼瘋狂. 卷四, 武帝託孤.權臣時代 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07 李世民的秘密全集: 紛雜繁複的權利賽局,驚心動魄的奪權大屠殺北溟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14 水滸密碼. 卷一: 揪團上梁山 趙家三郎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675 韓語自學通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285 Eternal present: recent paintings by yang chihung Samantha Chiu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芸奕實業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615 百科知識王 東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38 學海築夢. VI, 臺灣-義大利國際職場專業實習 楊芳欣, 陳星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709 金融數位力知識測驗 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778 大乘百法明門論研究 簡金武居士撰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95712 嫁娶速成寶鑑(精簡解說) 葉俊逸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原.故事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722 大玩指尖創意 陳鍵志, 湯秋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28739 會計事務乙級學科題庫筆試實作 卓如意, 游雅玲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752 神人之間: 三一原型門訓協談之人論與靈修 林瑜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134769 原音傳唱PCT原創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776 大手牽小手,我要讚美主. 三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783 上主與家庭 林瑜琳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803 高二五班: 暗夜亡靈 韓倚風編著 平裝 1

9789869355810 環山鎮: 噬血山神 邪貓靈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707 成佛的捷徑之觀自在菩薩的心聲 布殊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5523 用力拔吧,孩子們!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30 多為別人想一想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晉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侑泰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剛般若禪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使徒



9789865675547 我們都一樣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54 保護自己很重要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61 蟑螂走開!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78 我應該說實話嗎?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85 別太衝動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92 啊!我忘了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08 我不是你的玩具!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15 大象有多重? 游文綺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22 爸爸再見 蘇立瑋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39 中中不一樣 游文綺作; 羅裴珊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46 大掃除 佟寧作;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53 自己穿衣服 佟寧作;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60 第一次買東西 佟寧作;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77 可以借我玩嗎? 佟寧作; 江秋錦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174 英語教學/商用英語論壇論文集. 2016 市原常夫, 段惠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353 東海岸濤聲中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阜盛文教



9789573514633 子平求真集薈 翁良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640 女命專論: 女命八字150種 藍傳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657 六十四卦應用 何棰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025 喵問題 林煜淳, 貓奴41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032 撈月之人 楊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032 撈月之人 楊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049 殘酷日本 湯禎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056 退妖偽女僕 皇冰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72063 動漫社會學: 本本的誕生 王佩迪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063 臺語羅馬字創意教材 陳金花作 初版 其他 2

9789869102070 臺灣觀光文史講座 巫義淵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02087 2018年的夏天 呂越雄文; 陳理揚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618 用5聲音階就能彈奏! 宮脇俊郎作; 柯冠廷翻譯 其他 1

9789866581649 從五聲音階出發!用藍調來學會頂尖的音階工程山口和也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6581656 鼓惑人心. I, 基礎入門篇 尾崎元章作; 黃偉成, 蕭良悌翻譯 第六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亞細亞國際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5408 WordPress外掛精選: 用106個實用Plugins打造獨具個人風格的網誌李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53 Scratch 2+S2A程式邏輯與Arduino創客訓練課 陳會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5514 茄子先生的手帳記事 茄子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521 Visual Basic 2015程式設計18堂特訓 李啟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545 樂高機器人Mindstorms EV3無極限: 頂尖機器人實作教學John Baichtal著; 曾吉弘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552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析百分百(Dreamweaver+Photoshop CS6解題)蔡志鴻, 陳書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569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6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576 活用Excel 2016: 一學就會的職場必備報表製作99招楊宗誌, 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583 你不能錯過的Node.js指南: 實用X必用X拿來即用的300段程式碼+173個範例周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590 Illustrator CC高手成長之路 李金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606 理財門外漢bye-bye!: 100個你一定要懂的理財x投資x財金常識David W. Bianchi著; 張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606 理財門外漢bye-bye!: 100個你一定要懂的理財x投資x財金常識David W. Bianchi著; 張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613 字型設計必修課 吳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62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105年版) 陳銘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637 布局X設計X演繹: 讓你HOLD住全場的PPT簡報術錢永慶, 周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644 你不能錯過的HTML指南: 實用X必用X拿來即用的300段程式碼+168個範例趙榮嬌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651 實戰PHP7+MySQL: 從0開始寫出自己想要寫的程式吳弘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668 TQC+AutoCAD 2017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675 Photoshop平面廣告設計: 設計素人必學300+招 Art Eyes設計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682 深入探索.NET資料存取: ADO.NET+LINQ+SqlDataSource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699 計算機概論. B: 黃金總複習 Roberto編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2245705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析Windows 7+OFFICE 2013解題莫爾工作室, 楊秋梅, 林韋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712 11001個越畫越萌的動物小塗鴉!繪製手帳、卡片、留言都適用的動物表情包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729 Hello C++程式設計 蔡志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736 365天都想畫: 萌系手繪小圖照著畫就搞定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松崗資產管理



9789572245743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特訓教材 張志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750 我的設計值多少?: 瞭解X定義X行銷,讓客戶為你的設計買單Jenn Visocky O'Grady, Ken Visocky O'Grady著; 林易騰, 劉非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767 8051語音互動專題製作與應用 陳明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774 Visual Basic 2015資料庫程式設計暨進銷存系統實作新鑫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781 數位單眼相機攝影技巧基礎講座 雷依里, 鄭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804 Visual C++ 2015入門進階 位元文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811 1001個越畫越萌的節日小塗鴉!繪製手帳、卡片、留言都適用的應景插圖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828 活用Word 2016: 一做就上手的職場必備文書處理102招楊宗誌, 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859 Word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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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866 程式設計師,你好!: 成為一線設計師的工作、加薪秘技與生活趣談安曉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873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Word/Excel 2016職場的實踐技李杰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880 AR擴增實境好好玩!: 結合虛擬與真實的新科技應用謝旻儕, 黃凱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903 Excel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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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001 圖解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 林逸鑫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309 克服自己: 獲得健康長壽的祕訣 陳儒益著 平裝 1

9789869303309 克服自己: 獲得健康長壽的祕訣 陳儒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筆



9789869229951 孕期瑜珈 王玲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51 孕期瑜珈 王玲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75 上桌!法式小酒館料理 魏景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75 上桌!法式小酒館料理 魏景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82 Chef手感烘焙. 2 杜佳穎, 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82 Chef手感烘焙. 2 杜佳穎, 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99 鋼筆.電影佳句: 鋼筆習字,動人成句 帕斯頓編輯部, 翁湘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9999 鋼筆.電影佳句: 鋼筆習字,動人成句 帕斯頓編輯部, 翁湘惟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74 文化創意產業教學實務應用研究: 以臺灣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為例林勤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43 明道大學時尚造形學系畢業作品集. 第十六級 明道大學時尚造形學系第十六級畢業製作委員會主編初版 精裝 1

9789866468667 時尚文創新世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林淑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50 觀光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6 洪奇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照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時尚造形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餐旅觀光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明道大學



9789868356764 東照山關帝廟明德堂鸞文: 聖神仙佛下降.鸞文聖章謝宗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4

9789868356771 東照山關帝廟明德堂鸞文: 聖神仙佛下降.鸞文聖章謝宗英總編輯 初版 精裝 第2冊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29914 續聘田先生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21 國民老公戀愛中 錦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38 梁太太的隱情 輕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45 在開始的地方等你 吳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52 戀期三個月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69 幸福的另一種面貌 聽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845 VARICA車輛潤滑油品規格容量天書. 2016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91852 ATF自動變速箱油品對照應用手冊(Q8版) 林永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6872 正信的佛教 聖嚴法師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986964 學佛群疑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6971 學佛群疑(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14 佛教入門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152 動靜皆自在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7169 東方初白: 東初老人傳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花園文化



9789575987176 天地西藏: 孤寂阿里 邱常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83 佛教的東傳與中國化: 中國. I, 南北朝 沖本克己, 菅野博史編輯; 辛如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90 本來面目: 講記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206 熟年真好 楊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213 聖嚴說禪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237 禪堂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244 禪的體驗.禪的開示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251 心的經典: 心經新釋(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549 日本中部.長野北陸旅行精品書.2016-2017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5879556 新加坡地鐵: 自由旅行精品書. 2016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687 關聖帝君戒淫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687 關聖帝君戒淫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922 佛說壽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281 金光明經 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譯 平裝 1

9789865645298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合刊: 附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暨四十手印補注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304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附日日行法課 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311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唐)三藏沙門義淨於佛光內寺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645328 金剛頂瑜伽最勝祕密成佛隨求即得神變加持成就陀羅尼儀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335 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342 淨土五經 初版二刷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和裕



9789865645359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366 九品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37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佛說阿彌陀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645397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大唐)天竺三藏善無畏共沙門一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403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 持世陀羅尼經 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釋,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釋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58 北斗七星延命經;佛說四天王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65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 斌宗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305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葉東舜, 潘榮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312 清則近醇淡則存真 葉東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748 人格權法 王利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1755 侵權責任法 王利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646 暗黑操盤手的告白: 百億私募基金經理人操盤心法賈乞敗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館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欣瑞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源資訊



9789869314107 Promenade Avec Claude Cossec花.徜徉.法 Claude Cossec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49 方圓: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畢業專刊. 第14屆方展廷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871 生菜女王: 從自然農場到米其林餐廳,林晏廷的美味人生林晏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888 釀酒: 薑酒、肉桂酒、茶酒、馬告酒、竹釀酒,蒸餾酒與浸泡酒基礎篇徐茂揮, 古麗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895 澳客行: 澳洲文化與美食的那些事 張凱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432 山行。青藏高原 李大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702 美甲概論&彩繪入門 卓守鈞, 李帝龍合著 平裝 1

9789869106719 人體彩繪初級認證 盧芃秝, 李文娟編著 平裝 1

9789869106726 NCCA凝膠指甲初級檢定 卓守鈞, 李帝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5277 牙髓. 2014: 解碼齒內醫療 王友志等作 第一版 精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花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牙醫師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媒體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343 人間天語天人行 承澐傳譯 其他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713 GRI G4 食品加工業揭露 吳文雅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0737 臺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研析報告. 2015 吳文雅, 林火燈, 李啓賢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0744 Non-Financial Reporting Survey in Taiwan. 2015 Wayne W. Wu, Michael Lin, Chi-Hsien Lee總編輯 First edition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819 我的不可能人生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著; 林淑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9840 啟動天國人生(教師版) 周巽光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09857 啟動天國人生(學生版) 周巽光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09864 君尊的敬拜(教師版) 周巽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09871 君尊的敬拜(學生版) 周巽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08700 蒙福人生(學生版) 周巽光作 平裝 1

9789869308717 蒙福人生(教師版) 周巽光作 平裝 1

9789869308724 兒子的超自然釋放 傑克(Jack), 翠夏.福斯特(Trisha Frost)著; 蔡淑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731 天國創藝家 泰瑞莎.戴蒙(Theresa Dedmon)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309 港都國際藝術博覽會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畫廊協會

玉山菊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9789869329316 ART TAICHUNG臺中藝術博覽會. 2016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541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一屆陳財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151 低GI食譜 許碧惠主編 平裝 1

9789869027151 低GI食譜 許碧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9771 你餵養我的小羊: 小組長訓練手冊 夏忠堅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579809771 你餵養我的小羊: 小組長訓練手冊 夏忠堅編著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826 關聖帝君就劫渡人指迷篇故事彙編 黃國彰主編 平裝 2

9789869167826 關聖帝君就劫渡人指迷篇故事彙編 黃國彰主編 平裝 1

9789869167833 <>降世因緣與玄妙殊勝 黃國彰主編 平裝 2

9789869167833 <>降世因緣與玄妙殊勝 黃國彰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福音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關聖文化弘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糖尿病衛教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603 從「華獨」走向「自由臺灣」 自由臺灣黨辦公室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709 全國青年水墨創作大賽成果專輯. 2015: 第十一屆「勝安藝術獎」暨第九屆「熱愛藝術獎」李宗仁, 楊勝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7414 在解放知識和改造社會的道路上: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何青蓉等撰文;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編輯小組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505 臺中文心扶輪社: 社員故事集 郭錦堂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016 臺灣山野之鳥常見100+特有種 蕭木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5016 臺灣山野之鳥常見100+特有種 蕭木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5023 臺灣水邊之鳥常見100種 蕭木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5023 臺灣水邊之鳥常見100種 蕭木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文心扶輪社

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愛心三六五藝文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734 蔬香百味: 100道素菜輕鬆做 平裝 1

9789869125734 蔬香百味: 100道素菜輕鬆做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309 蜥蜴的尾巴: 私藏版電影軼事 野上照代著; 銀色快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2767 自殺風險個案追蹤關懷實務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92774 重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指引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92781 自殺風險評估與處遇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92798 自殺防治概論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9146 The taiwanes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Ching-Chang Yen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615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高瞻計畫創新課程教案手冊胡裕仁等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國際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發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自殺防治學會

南市淨宗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636 CYNTHIA張馨美宅: Collected works. 2010-2015 張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265 Espacio Joven A1 Equipo Espacio[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170 熱心勇敢的普魯達: 救援直升機 鎌田步文.圖;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3021 Windows10應用程式開發實戰 周家安著 平裝 1

9789863793168 最新AutoCAD工業設計與實務基礎 永騰設計企業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3793212 該是開發蘋果程式的時候了: 使用Objective-C 傅志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236 有圖有真相: 逐介面精通Word 2013 洪錦魁著 平裝 1

9789863793274 可愛鋼珠筆: 療癒系寵物隨手畫 飛樂鳥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281 電腦史記之駭客列傳: 從Kevin Mitnick到@GeoHOT劉創著 平裝 1

9789863793298 休日陽臺蔬果園: 挑選居家適合栽種蔬果,當名樂活城市農夫李桃著 平裝 1

9789863793304 要「妝」,就「妝」個徹底: 眉形x唇色x腮紅x眼妝王楠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311 Nikon D750瞬間寫真,百分百驚艷 陳仁文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3328 王者歸來: jQuery開發權威指南 袁江編著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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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9789863793342 同時成為iOS/Android開發大師: 使用Cocos2d-x及JS關東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359 3D互動設計與製作應用大全集: iClone+Unity讓您快速成為3D互動多媒體與遊戲設計達人劉為開, 吳敬堯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3366 無人監控技術原理與應用 謝劍斌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373 百億次的使用經驗: 網路運維管理極精華250篇 網路運維與管理雜誌社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3380 光傳輸網路: 循序次進OTN 李允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3403 Unity實戰教學 張右緯著 其他 1

9789863793410 從頭到腳做你的色彩顧問: 最完整的顏色x造型搭配王嘉著 平裝 1

9789863793434 改變未來20年最重要的20個視覺機器學習理論深讀謝劍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458 動手動腦玩EV3 鄭劍春, 趙亮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472 從4G到5G: 電信業者在2020年前的商機及展望 宋杰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489 手繪療癒動物: 色鉛筆的異想世界 蓬蓬草工作室著 平裝 1

9789863793496 拍出好照片的三十個技巧 陳仁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3502 機器與機器的對話: 高速4G骨幹下的M2M技術 朱雪田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519 你總要離開Windows的: 從Ubuntu開始進入Linux Bash的世界馬玉軍, 郝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526 每天10分鐘,打造美魔女: 清潔X控油X滋潤X防護,護膚4部曲何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557 Maker終極創客: 用DIY軟硬體玩轉地球 無線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564 活用Office圖表,強化你的職場力 馬英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3588 經典動漫素材全攻略 C.C動漫社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601 菜鳥必備的創意版面設計 房婷婷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632 設計滿分的簡報: 用103個經典活用術來成就PowerPoint蔡志成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3649 Premiere Pro X After Effects: 剪輯特效輕鬆FUN 葉人豪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3656 德州撲克心機對決: 看穿對手真實虛假的贏牌祕密宋志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3663 好設計.好故事: 創造附加情感價值的美學設計 蓋文.安布羅斯, 保羅.哈里斯著; 吳靜惠譯 平裝 1

9789863793670 除了你,沒有人能囚錮夢想 張云成著 平裝 1

9789863793694 奠定大數據的基石: NoSQL資料庫技術 皮雄軍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3700 你也能完成VR場景: 用Unity實作3D及虛擬實境遊戲吳亞峰, 索依娜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717 新世代全端介面開發: React.js快速上手 王利華, 魏曉軍, 馮誠祺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724 中文世界也有跨App框架: CrossApp快速建立應用程式沈大海, 張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731 從軟體設計高度行進的Arduino硬體開發 李永華, 高英, 陳青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748 讀懂電影語言: 畫面、影象、意識形態 Robert Edgar-Hunt, Steven Rawle, John Marland作 平裝 1

9789863793755 色鉛筆の微幸福 蓬蓬草工作室編繪 平裝 1

9789863793762 零失誤: 拍出一眼心動 中望平, 陳磊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786 連亞馬遜都用的虛擬化技術: Citrix XenServer6親自架設楊文智著 平裝 1

9789863793816 Axure RP: 高效能構築網站藍圖 呂皓月, 楊長韜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3823 誰說手機防毒要用買的?自己寫Android全防位防護服務王家林, 王家俊, 王家虎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830 學會Linux/UNIX高級程式設計才叫大師 趙克佳, 沈志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854 輕量級OpenStack: Apache CloudStack功能不打折 中國Cloudstack社區編寫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861 和我一起,到南極 蔡景暉著 平裝 1

9789863793878 超完美透視: 拍攝構圖、修圖、後製技巧 陳仁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3885 打造獨一無二遊戲夢工廠: Maya場景篇 劉明昆, 陳威光合著 其他 1

9789863793915 穿戴式裝置如何影響你我20年之內的生活方式 徐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922 架設高性能Web網站技術大揭密 郭欣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939 自然系人像寫真與後製 張璋著 平裝 1

9789863793946 深入解剖Android原始程式 鄧凡平著 平裝 1

9789863793953 我的單眼攝影新美學: 教你拍出好照片 中國攝影家協會網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984 創力時代: 成為創客的第一堂課 黃國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805 十年一覺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677 紅外光LED新興應用市場發展機會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墣科技



9789865914684 日新月異的顯示技術在狹縫中求生存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691 醫療產業智慧化勢在必行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07 新型態新能源車應用發展機會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14 全球智慧型手機產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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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48557 花蓮縣美術協會四十週年慶書畫藝術專輯.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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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1288 花蓮縣洄瀾詩社: 慶創社六十一週年暨金猴躍乾坤兩岸名家:社員詩書畫作品聯展專輯. 第十集余國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610 國公夫人的家務事. 上, 謎團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27 國公夫人的家務事. 下, 真相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34 因你而閃耀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58 病弱美男落花香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65 負合適戀人 梁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72 愛是永恆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89 愛不單行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96 信愛成癮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03 愛的天靈靈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10 棋逢情手 蔻特妮.蜜蘭(Courtney Milan)著; 李琴萍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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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4027 千面幻狼君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34 這一次,我愛你 左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41 比獸還美的男人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58 江湖謠言之雙面嬌姑娘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65 攝魂謎蹤 J.D.羅勒(J.D.Robb)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072 真正的勇敢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4089 真正的勇敢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32705 流浪愛情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130 branché: International Art Jade Jewelry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504 自然的住: 療癒系建築,療癒你的生活 鄭鈞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425 用公益翻轉人生 李三財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126 期權賺很大 陳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霖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築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抱璞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69879 曾經走過的青春 高木成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978 孩童戰爭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985 被死神吃掉的D 神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9992 王女殿下與無頭騎士 睦月けい原作; 千歲四季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000 手塚學園 筑波櫻等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017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024 和學長玩放閃遊戲。 桃井堇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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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40048 S男友X禁斷: 櫻愛戲 陽香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055 甜蜜的密室戀愛 青山理砂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062 Q(異種少女) 四平龍也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079 黑kuro 走馬燈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086 我戀上我的貓 春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178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208 我的雌雄同體性週期 花音千尋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215 亮眼的你與平凡的我 じやのめ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246 仙萌奇緣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420 仙萌奇緣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390 被死神吃掉的D 神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0406 孩童戰爭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451 心田裡的紅番茄 黑田リサ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482 青春寓所 吉永友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512 櫻花紅茶王子 山田南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529 LOVE BOY LOVE男生[]愛[]男生 原正貴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9789864740536 甜蜜的HR(課外活動)-南老師祕密的放學後 橫山真由美作; 秦不虫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543 豬排咖哩的日子 西炯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550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 小椋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574 青春筆記本 綾瀨羽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581 制服魔法小綠 水安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598 黑之館. 前傳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604 看來你是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0611 仙萌奇緣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628 龍妃. 第二部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635 小妹有毒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0659 天堂家物語 齊藤賢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666 小女子不才 大矢和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673 薔薇色的約定 宮坂香帆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680 修女和吸血鬼 暁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697 龍孃七七七埋藏的寶藏 鳳乃一真原作; 赤瓦裳留夢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703 笑臉男x嘟嘴女 中島織姬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710 王女殿下與無頭騎士 睦月けい原作; 千歲四季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727 1/2的晴天 蝦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734 黑之館. 前傳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741 小妹有毒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0758 優雅刑事 流語著; 尤石馬繪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765 我是人魚, 請擁抱我! 梨花知麻希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796 她還不懂戀愛 藤澤志月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802 HAL: 人形機器人 綾瀨羽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819 迎向黎明的閃光 大槻ミウ作;梓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826 「那條商店街的書店小老闆娘故事」初戀書店 高橋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840 王子限定 瀨田七生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864 我的男友 月見琵琶子作; 楊采儒譯 平裝 1



9789864740871 王子大人的婚前憂鬱 渡邊志穗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888 今晚、在老師的臂彎中 真村澪作; 楊采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918 被哥哥溺愛得好困擾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925 罪X罰: 夜晚秘事 心步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932 制服上的香草之吻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987 Tiny Tiny HAPPY: 小確幸 飛鳥井千砂原作; 空あすか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021 親吻惡魔 斑目ヒロ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069 戀愛來臨時是全彩: 一切和你開始 水瀨藍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106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41144 與你從現在開始 山本小鐵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151 小雪會墮入地獄嗎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1168 龍妃. 第二部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1182 愛喲?!狐狸管家 草燈大人作; 蛋出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1205 吸血鬼騎士memories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212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another 小椋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1229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41236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41243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1298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1311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328 12歲。: 約定 米田菜穗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1335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342 天與你在一起。 星森雪最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1359 黑貓男友的溢愛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366 戀愛、妖怪與學生會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373 STAR☆Flight: 超偶戀人 扇ゆずは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7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613 臺茶發展史: 素人畫家顏松濤油畫專輯 顏松濤作 平裝 1

9789868991613 臺茶發展史: 素人畫家顏松濤油畫專輯 顏松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6438 不動之動: 陳式太極拳老架六十四式 陳漢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204 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大典. 2016 蒲欣慧, 孫楚雲, 范欣茂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211 書畫拍賣大典. 2016 范欣茂, 孫楚雲, 蒲欣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228 小心有鱷魚! 安紐許卡.拉維許安卡作; 普拉克.畢士瓦思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0242 希臘神話故事: 男神、女神、英雄、怪物精靈的故事海瑟.亞歷山大著; 周靈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0259 書法有法: 給書寫實踐者的循本之徑 孫曉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0266 灰色的狂歡節: 2000年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 朱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273 1人藝術無限公司: 我是藝術家,我自己賣作品!個人創意事業營生指南麗莎.康頓(Lisa Congdon)著; 郭玢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280 世界最美的路, 請上車 史戴芬.戴維斯作; 克里斯多福.柯爾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213 如何看懂雕塑 瑪莉.艾克頓(Mary Acton)作; 王聖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801 覺者的微笑: 古佛雕選粹 蔡奇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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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波羅海古文物學苑

松濤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藏太極拳學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992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五屆 蘇麗春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100 風韻南門港: 拾擷剝斑照片中的遺忘故事 藍光銘等文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1117 重現.南門港 藍光銘等文; 陳圳茂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908 就是要琺瑯: 中華彩瓷 周建發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5838 幸福的味道 微笑先生文; 薑餅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845 我要變成大明星 微笑先生文; 蘇阿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852 是誰畫的? 微笑先生文; 杜冠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869 等我長大以後 微笑先生文; 杜冠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876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 微笑先生文; 陳佳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883 魔術師的帽子 微笑先生文; 王書曼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890 奇奇的夏天 微笑先生文; 鄒明貴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欣鑫文化郎世寧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宜縣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930 救命飲食人體重建手冊 湯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bell)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6191947 我在人間的靈修迷藏 宇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91961 無黏液飲食療癒法 阿諾.埃雷特(Arnold Ehret)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13139 漢字溯源: 部首字形演變 王志成, 葉紘宙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740 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 許倬雲, 張廣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740 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 許倬雲, 張廣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56 病夫、黃禍與睡獅: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楊瑞松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56 病夫、黃禍與睡獅: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楊瑞松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63 曲譜編訂與牌套變遷 林佳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63 曲譜編訂與牌套變遷 林佳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076 自由之方 朱順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飛文工作室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政大文創事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356 耶穌說故事，說出了人生的智慧 穆宏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422 光の療癒: 改善失眠、壓力、肥胖、憂鬱、健忘眾多常見生活問題!結城未來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460 冥想.是放鬆的開始 張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6477 暖手.暖心の香氛療癒按摩: 加速新陳代謝.改善循環系統.調節自律神經.深入安撫心靈!池田明子著; 彭曉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6484 橘貓小麥の日日微幸福 tomo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869 旮旯裏的國史 劉學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738 暫時無法安放的 鄧九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45 我是你的過境新娘 珍妮佛.柯林克(Jennifer Klinec)作; 龔嘉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52 海的旅館：｢隱晦家庭｣繪本三部曲之一 馬尼尼為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69 老人臉貓: ｢隱晦家庭｣繪本三部曲之二 馬尼尼為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76 after: ｢隱晦家庭｣繪本三部曲之三 馬尼尼為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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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日文本文化館



9789869118750 新圖解牛樟菇 張東柱等作 平裝 1

9789869188739 內科醫師的實驗室: 怎麼一個細胞所擁有的智慧竟然比人的社會還要高?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9789869188753 CNC銑床切削加工機 彭秀量, 胡凡勳, 郭順奇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8777 睡眠與夢 威廉.H.默克羅夫特(William H. Moorcroft)著; 施惠娟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606 上昇星座: 生命地圖的起點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613 愛情全占星: 了解愛情原動力,學習完美的親密關係韓良露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620 靈魂占星: 與靈魂對話的和諧生命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633 成功的失敗者: 張學良傳 王充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832 小謊言 黎安.莫瑞亞蒂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49 今天也是快樂的一天: Benny的心情圖繪筆記書 具鏡善作;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56 雲畫的月光. 卷一, 初月 尹梨修著;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63 雲畫的月光. 卷二, 月暈 尹梨修著;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瓜國際



9789869158008 醫龍物語: 鮮血、腎上腺素與說不完的故事 劉育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22 北埔民、居: 一個典型客家山城的庶民與建築記趣古武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39 自我的幻象之聲: 修煉平靜內心的實用指南 唐.米蓋爾.魯伊茲(Don Miguel Ruiz), 珍妮特.密爾斯(Janet Mills)著; 施奕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8053 防彈飲食: 矽谷生物駭客抗體內發炎的震撼報告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作; 魏兆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53 防彈飲食: 矽谷生物駭客抗體內發炎的震撼報告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作; 魏兆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60 讓夢想覺醒的四項約定 唐.米蓋爾.魯伊茲(Don Miguel Ruiz), 珍妮特.密爾斯(Janet Mills)著; 許涵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591 一直流傳下來的健康誤解 趙華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205 不能不讀的健康情報 趙華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212 12生肖姓名學 吳豐隆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6229 購屋居家必懂的陽宅學 吳豐隆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6236 論人相看人生 吳豐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482 聖靈守護之地 凌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49 無臉之城 紀昭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56 沙瑪基的惡靈 沙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63 血紅梔子花 顧日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70 花漾心計 明星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87 慧能的柴刀: 靈術師偵探系列 舟動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5594 阿爾法的迷宮 王稼駿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美好生活制作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7522 沒有來生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8420 浪蕩歪傳. 四, 老鼠愛上貓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437 娘娘腔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451 娘娘腔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444 娘娘腔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536 一代城草 柳滿波著 初版 平裝 第一卷 1

9789862968550 一代城草 柳滿波著 初版 平裝 第三卷 1

9789862968543 一代城草 柳滿波著 初版 平裝 第二卷 1

9789862968567 一代城草 柳滿波著 初版 平裝 第四卷 1

9789862968581 教主與瘋子 邊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598 亦師亦友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604 耍壞不成反被壓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611 耍壞不成反被壓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628 星際奶爸 紹興十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642 星際奶爸 紹興十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635 星際奶爸 紹興十一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109 新管理學: 生命的認知與修持. 學而篇. 2 時習堂主編 臺灣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734 謝琴寧學校: 人類的新未來 拾光雪松編輯選編; 戴綺薇, 郭紋汎, 林羽儀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持地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光雪松

威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459 全新英文閱讀專攻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58466 全新英文閱讀專攻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7047 最新美國報稅與海外財產揭露 呂旭明, 林清吉, 孫美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372 不想一個人的日子 洪和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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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59655 腦戰: 螺旋殺機 司城志朗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0798 特九戒備班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1818 麗島夢譚 安彥良和作;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3294 毛毛蟲心生活運動 毛毛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324 他:男子的絕對領域 戴羣芳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584 靈機一動的機率. 2, 經濟學探員與納許均衡命案石川智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291 73款此生必買的經典銘鏡!達人證言&實拍示範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529 Keep Running！國民MC劉在錫的跑跑人生路 金成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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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如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哈佛人



9789571064703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840 衝撞世代: 由街頭運動見證台灣民主歷史的重要時刻許伯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038 暮光之城十週年紀念特別版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作; Sabrina Liao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151 小松鼠與老榕樹 周見信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65236 Sunny 松本大洋作;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5250 鈴蘭的調香師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441 料理新鮮人SECONDO 關家澈治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5458 農大菌物語 石川雅之著; 蔡德襄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5465 國王遊戲 金澤伸明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519 臺灣沒說你不知道：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你可以拿來說嘴的七十則冷知識每日一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540 妖異高中的班級日誌 怪盜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557 妖狐寶寶飼養法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564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唐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557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唐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5588 芈月傳: 千古第一太后 喬小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595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5601 她們作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作; 小月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5618 OUTBREAK COMPANY萌萌侵略者 榊一郎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5625 我們不如在一起 玖錚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694 咖啡師Barista 花形怜原作; 室永供未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5717 廢柴撿到聖劍的結果 日下部佳作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724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731 少女庭國 矢部嵩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748 滅育 羅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762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786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793 異能世代.Ⅰ,覺醒之路 陸希未作; JC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809 魔獸: 崛起-杜洛坦: 官方電影小說前傳 克莉絲蒂.高登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816 老崔愛叭噗: 鬥牛、球鞋、NBA，這些屬於老男孩的籃球共感老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847 Hi三明治：72道百變早餐&Bruch，一口咬進所有美味池銀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854 皇女飼育手札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861 奧德賽狂想 D51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878 迷途妖精日誌 上絕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885 最後晚餐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892 蛋黃哥來了. 2 SANRIO著;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908 我的自然遊樂園. 1: 發現恐龍世界的祕密 Olivia Cosnea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915 蒼尾的祕寶尋獵者 意外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939 掌握曝光,你就掌握了拍出動人作品的關鍵: 50個改善作品表現的致勝要領玄光社特別編輯作; 周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946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953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5960 HUNDRED百武裝戰記. 4, 花園危機 箕崎准作; Celi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977 守護她直到終結世界 駒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028 弗雷姆王國興亡記 疎陀陽作; Seeker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035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作;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6059 神明判決!這樣的我有罪!? 桐真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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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1066127 <>性感寫真書 李漢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134 Minecraft建築大百科從小孩到大人都蓋得出來的建築101件王育貞, 盧品霖, 張孝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66141 王牌酒保a Paris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6158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1066165 明天也要戀愛 村田真憂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172 誘惑的同居邀約 優木那智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6189 絕叫學級 石川惠美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66196 旅活柏事: 用自己的故事定義眼中的風景 林柏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202 1cm art 金銀珠, 梁賢貞作;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219 用點心做點心: 營養好吃又簡單!73道為孩童量身打造的美味提案鄭賢美著;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226 我的自然遊樂園. 2: 發現海洋世界的祕密 Olivia Cosnea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233 我的自然遊樂園. 3: 發現海濱生物的祕密 Olivia Cosnea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240 我的自然遊樂園. 4: 發現河流池塘的祕密 Olivia Cosnea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257 Eirun Last Code: 自架空世界至戰場 東龍乃助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998 Eirun Last Code: 自架空世界至戰場 東龍乃助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6264 星辰告白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271 不見天街 雨未來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288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6295 私藏作家光環的我與大開角色無雙的她 青次方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301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6318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6325 執事中途救援組 夏嵐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349 in Love!陳瑀希-小茉莉寫真書 陳瑀希, 黃天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363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6370 我的社團彼氏 真己京子著;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387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原作; RAN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6394 惡之教典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作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6868 惡之教典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作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6400 黑惡魔的甜蜜制裁 Makino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6417 酸酸甜甜的初戀悸動 角野悠著; NO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424 蜜月就在下課後 桃乃實紅著; mani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431 源君物語 稻葉作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6448 星空攝影: 就算用手機也要拍出美麗夢幻的閃爍夜空鄭冠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455 愛的世界末日 米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462 過稿力 倪采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479 幻想危機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486 兔子先生不要跑 夢若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493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66509 聖劍使的禁咒詠唱 淡群赤光作; 火音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6516 成就達成: 蒐集七個作弊玩家拯救世界! 不夜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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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571066530 屍囚獄 室井正音作; 何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547 初戀的步驟 杏堂麻衣作; Penguin chan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554 只有祕密是不夠的喔 杏堂麻衣作; 霸王花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561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66578 復仇教室 山崎烏原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6585 復仇教室 山崎烏原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6592 野獸危機 神田貓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608 弄痛我也沒關係唷 椎葉奈那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615 不想跟我KISS嗎? 服部美紀著;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622 樂園的王子 芝野結花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6639 狼少年今天也說謊了 namo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646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 高久尚子著; II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6653 魔獸: 崛起: 官方電影小說 克莉絲蒂.高登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660 謊言王子與假扮女友 美麻凜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677 戀愛夢遊 小林威子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684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6691 電子魔法使鈍妮卡 長谷川啟介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707 0-100%的概率魔術 天弦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714 她的他 禾又丹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721 學園x封鎖 八頭道尾著; 邱鍾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738 zen zen古瀨學習塾 槙陽子x持田秋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745 貓與我的星期五 重村有菜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6752 Good Morning Kiss早安起床吻 高須賀由枝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66769 花圈圈幼稚園 勇人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6776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6783 學生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6790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1066806 鏡子來了 高橋留美子短篇集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813 噬魂者NOT! 大久保篤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6820 料理新鮮人SECONDO 關家澈治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6837 南Q阿傳 光永康則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6844 國王遊戲. 臨場 金澤伸明原著; 栗山廉士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851 和神明結怨 守月史貴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875 迷途妖精日誌 上絕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899 魔法少女iPASS 真幻 穹魚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905 愛徒養成有賺有賠,後果請參閱本書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6912 奧德賽狂想 D51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929 皇女飼育手札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6936 蒼尾的祕寶尋獵者 意外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6943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6950 超人高中生們即便在異世界也能從容生存!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967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6974 Life alive!. 3, 戀愛選擇題 朝野始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981 她們作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作; AKI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7018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7025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7032 那樣的世界毀掉算了: QUALIDEA CODE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056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063 地方的魔法少女需要管理員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070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7087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著;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7094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7100 一年的距離 蒼井守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117 一年的距離 蒼井守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124 未完成拼圖 橘紅緒原作; 楡野ユキ著;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148 長腿女孩與短腿毛孩 邵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162 我不完美,但就是最真實的我: Angelina's 穿搭X運動X快樂生活Angeli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179 手作芳療噴霧魔法書: 精油花精幸福調配學疲累感、壞情緒、負能量通通變不見蔡桑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216 傳單殺手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223 妖異高中的班級日誌 怪盜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230 劍與玫瑰 M.貓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7247 室友八字有點輕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7261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7278 師匠系列: 師事 海栗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285 御神樂學園組曲. 6, 虛幻事spiral Last Note.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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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67315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ざき登作; 李珮華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7322 神明判決!這樣的我有罪!? 桐真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339 我的自然遊樂園. 5: 發現蔬果菜園的祕密 奧利維亞･科斯諾,吉諾烈･安德烈作; 王晶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346 我的自然遊樂園. 6: 發現花園昆蟲的祕密 奧利維亞･科斯諾作; 王晶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353 我的自然遊樂園. 7: 發現蝴蝶世界的祕密 奧利維亞･科斯諾,吉諾烈･安德烈作; 王晶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360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7377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7384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7391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7407 舞星灑落的雷涅席庫爾 裕時悠示著;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7414 浮士德遊戲 墨宇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421 懸案追追追 天地無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438 滅育. 貳 羅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445 十一月的罪行 山姆.穆森作;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469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7858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7476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1067872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1067889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1067483 缺月之犬 ウノハナ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490 顫抖刺激都為你 高田著; Penguin chan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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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6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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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1067537 要你對我xxx! 遠山繪麻作;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68329 要你對我xxx! 遠山繪麻作;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67544 蜜月就在下嫁後 桃乃實紅著; mani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551 IS(Infinite Stratos) 弓弦イズル原作; 結城焰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7568 與狼先生的秘密後宮 藤中千聖著; 徐端芳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575 與學生會長的秘密婚約 華夜著; NOL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582 Dolly ♪ Kanon變裝輸唱曲 藪內優著;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7599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原作; 孟倫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7605 妹妹x殺手x宅配便 九辺健二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7612 我是父心漢: BLUE流的奶爸日常內心戲 藍聖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629 整形3分鐘身體矯正操: 美姿X塑身X小顏三效達成連痠痛都緩解了!朴淑姬作;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636 我的自然遊樂園. 8: 發現草原動物的祕密 Olivia Cosneau, Sylvie Misslin作; 陳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643 我的自然遊樂園. 9: 發現森林動物的祕密 Olivia Cosneau作; 陳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650 我的自然遊樂園. 10: 發現鳥類世界的祕密 Olivia Cosneau作; 王晶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667 聽你說愛我: 復仇的王子 米奧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698 墜空戀人 雪儂.梅森傑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711 絕對服從:安娜的男孩們 珍妮佛.羅許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735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短篇集 若木民喜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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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57106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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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1067759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春野友矢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7766 櫻花色心情 桑原草太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773 櫻花色心情 桑原草太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780 變態王子與不笑貓 相樂總原作; お米軒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7797 KissXsis親親姊姊 DITAMA某著;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67803 妙廚老爹 上山栃著; 丹羽長, 柳怡如譯 1版 平裝 第117冊 1

9789571067810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海冬零兒原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7827 屍囚獄 室井正音作; 何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7834 獨一無二的你 川上千尋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7841 蟲姬 外薗昌也原作; 里見有作畫; 柯冠庭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865 惡之教典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7896 獸耳娘養成計劃 遠山繪麻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902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原作; にんげん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7919 調教咖啡廳 中山幸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926 我的女子力在那女生的內褲裡。 柚木涼太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933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7940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7964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ATTO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7971 你和我的足跡: 時空旅行.春日研究所 よしづきくみち原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7988 你和我的足跡: 時空旅行.春日研究所 よしづきくみち原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008 背後注意☆怨靈實習生 石川惠美著; 蒼貓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015 絕叫學級 石川惠美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68022 明天也要戀愛 村田真憂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091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藍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8107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8114 戀愛教戰手冊 灰野都漫畫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8121 花開千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138 星光替身 山田シロ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145 星光替身 山田シロ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152 神之雫 怪盜盧凡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169 神之雫 怪盜盧凡 亞樹直原作; 沖本秀漫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176 狐狸新娘 千依著;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190 東京喰種(JAIL)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206 神返少女 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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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68220 胖嘟嘟游泳社 遠山繪麻著;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8237 孤高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8244 初戀怪獸 日吉丸晃作;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8251 悠香的魔法之鑰 武內昌美原作; 白雪萬美作畫; NOI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268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ice shadow 瑞穗梨乃著; 舒芙蕾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275 青葉同學請告訴我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282 學園x封鎖 八頭道尾著;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299 學園x封鎖 八頭道尾著;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305 百鬼戀亂 鳥海佩卓作; 舒芙蕾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8312 百鬼戀亂 鳥海佩卓作; 舒芙蕾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8336 艦隊收藏: 艦COLLE-邂逅寂靜之海 田中謙介原作; さいと一栄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343 艦隊收藏: 艦COLLE-邂逅寂靜之海 田中謙介原作; さいと一栄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374 大雄到底憑什麼 橫山泰行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510 顆粒畫世界 柯宥希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0848 餐芳譜: 拈花作料理,古人與花的千古韻事 陳威伯,施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893 教養從餐桌開始: 從廚房開始的五感啟發,一起探索孩子的個性與天賦!林家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54 做自己的芳療師 李淳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6

送存冊數共計：253

麥浩斯



9789865680985 千萬網友推薦!10萬搞定老屋,剛剛好裝潢術: 人氣部落客嗇姐,用愛改造30年起家厝的勇氣故事金小姬作; 陳品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992 侯布雄星級料理大全: 110道精華食譜,米其林主廚的入門寶典蘇菲.杜德曼(Sophie Dademai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07 阿嬤的聰明料理: 平底鍋就能做的100種料理 高木ハツ江著; 謝薾鎂,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14 在旅店酒吧遇見海明威: 見證75段經典文學、電影與歷史事件場景的旅店邁克.波爾(Michael Pohl)作; 李見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21 阿嬤的聰明料理: 微波爐就能完成的家常料理 高木ハツ江著;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38 管教惡貓: 傑克森的貓宅大改造 傑克森.蓋洛希, 凱特.班潔明合著; 盧俞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45 好吃. 19, 我們都愛喝咖啡!讓你更懂咖啡的十件事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52 阿嬤的聰明料理:常備7種調味料 ,做出一級棒的日本料理高木ハツ江著; 謝薾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69 讓你wow!的Kokoma's糖霜餅乾 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76 鮮味的祕密: 大腦與舌尖聯合探索神祕第五味!(收錄39道天然鮮味食譜)歐雷.G.莫西森(Ole G. Mouritsen), 克拉夫斯.史帝貝克(Klavs Styrbæk)著;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83 福爾摩斯的飲食與生活研究: 跟著小說情節破解英國餐桌文化及日常線索関矢悅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090 設計餐廳創業學: 首席餐飲設計顧問教你打造讓人一眼就想踏進來的店鄭家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13 原味食悟: 從口慾到食癒,讓有機更美味的真食物料裡邱佩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20 電烤箱烹調術: 不只烤、蒸、煮,發酵也OK! 馮炫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37 布施英利の京都美學散步手帖 布施英利(Fuse Hideto)作;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44 就是愛住木設計的家: 最潮木生活空間設計圖案55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51 就是愛住咖啡館風的家: 舒服過日子的生活感設計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82 古具生活指南: 時代感老件器物500選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199 打造好感外在!從洗滌到收納的衣物整理術 收納Play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05 設計商品,這樣賣就對了!: 聰明運用集資平臺、電子商務與品牌行銷,創造設計商品大商機!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12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重磅加量.暢銷典藏版】: 從入門到精通,全面解答挑選、施工、保養、搭配問題,選好建材一看就懂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0229 漫遊宜蘭,做一個大地的旅人: 創意農村的風格之旅宜蘭縣政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36 50萬內!省很多,不犯錯的裝潢發包教戰手冊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43 日本酒的趣味研究社: 酒香四溢雜學65講 上杉孝久作;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74 50歲前後必看!營養師教你打造黃金熟年養生力 長庚營養師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81 手感烘焙365: 從經典到日常,專業教室級的烘焙配方手繹生活創作空間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298 小住宅格局規劃聖經: 11種常見格局問題,60種意想不到的破解法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04 網友熱搜,25坪以下住一家人的小坪數設計: 300個坪數加倍、空間放大、收納激增裝潢不敗術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28 我們的歐洲理想旅店: 38位生活風格者,100家旅宿體驗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35 就是愛住北歐風的家: 500個Nordic Style生活空間設計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42 陶板屋の家族物語: 暖味食譜,道出20個暖心故事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59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牆壁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66 你的IDEA蠢斃了!: 靈感製造機,來自全球50個成功設計人教你脫離囧境的創意提案Danielle Krysa作; 張美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73 好想去露營!潑猴王30年戶外撒野筆記 撒野潑猴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97 33堂倫敦設計大師的創意&創益思考課: 33種思考模式,84個創業法則,文創產業從英倫通往全球的成功事典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03 幸福的老犬生活 日本全國寵物保母協會編著;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10 狗狗的日常按摩保養書: 絕對按到位!經絡、穴道與骨骼的簡易保養計畫王佩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27 超詳解實用料理擺盤大全: 職人必修的觀念、技法、食器運用指南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41 一盆變10盆: 扦插種植活用百科 梁群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080458 不用再收!隨意丟不會亂的定位丟丟收納法 Emi著; 陳湘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65 好吃20: 讓人微笑的暖心甜點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72 歡迎光臨夢幻甜點店: 巴黎第一甜點大師菲利普.康帝辛尼的26道獨家食譜菲利普.康帝辛尼(Philippe Conticini)作; 蘇暐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89 原來你誤會油了: 打造健康基礎,應該吃對油而非少吃油!劉英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496 家有青草藥超養生 翁義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02 餐桌上的小巴黎 Amber L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19 拒當菜鳥: 我的第一本裝潢計劃書【暢銷更新版】: 100種裝潢事件180個裝修名詞小百科一次學會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0755 無印系收納聖經: 本多流不用動就收到好,美好收納日常!本多さおり作; 李家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158 搞懂裝潢行情,省錢還賺價差: 估價單全破解,工班、設計師教你一起省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1172 Re: (問卦)有沒有超級英雄的八卦?英雄們的無用廢知識圖解懶人包提姆.梁(Tim Leo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189 餐桌上的香料百科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196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天花板.地板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202 蛋糕研究室: 烘焙技師的五星級食譜大揭密 德麥烘焙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19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鄉村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226 跟著花去旅行!全臺賞花路線GUIDE. 晚冬→春 田碧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33 咖啡杯、掃帚有時還有蒼蠅拍,我們的日常感美學好時代三谷龍二, 新潮社編; 吳旻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40 當代建築的逆襲 邵唯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57 Keyee 獨處樂 Keye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64 明天就出發!拚死也要去的日本絕景 詩步作; 蔡孟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71 擺盤設計解構全書: 6大設計概念x94種基本構圖與活用實例町山千穂著; 吳旻蓁, 謝薾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95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廚房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1301 老家屋診療所: 老屋醫生健檢,三帖活化處方,以舊復舊、新舊融合、由舊創新.重修舊好,賦予新靈魂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25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樓梯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332 好吃. 23: 打開的瞬間!我們的便當生活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49 免烤模!創意蛋糕捲 張為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56 好設計,讓地方重燃元氣!19個激發日本在地特色的創新企劃實例PIE BOOKS編輯部作; 陳芬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63 跟著花去旅行!全臺賞花路線GUIDE. 夏→初冬 田碧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70 安心懷孕育兒百科: 孕前調養到養胎安產、哺育健康寶寶的幸福養成書. 上集. 懷孕篇蘇怡寧, 吳芃彧, 李婉萍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87 GABEE.學: 咖啡大師林東源的串連點思考,從臺灣咖啡冠軍到百年品牌經營,用咖啡魂連接全世界林東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94 Kokoma的驚奇馬卡龍 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417 甜點的華麗探險: 可頌甜甜圈之父安塞爾的獨門高點、創作心得與私藏食譜多明尼克.安賽爾(Dominique Ansel)著; 鍾沛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424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建材活用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1431 設計,在韓食: 帶你味訪韓國,多元料理、絕妙配色、擺盤美學一次學會包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448 舊屋翻新格局破解100例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455 石材萬用事典Stones Material: 設計師塑造質感住宅致勝關鍵35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462 室內設計製圖必學: 平面、天花、剖立面圖 陳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479 圖解系統傢具裝潢術: 輕鬆住進跟雜誌一樣美的家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1486 多肉植物栽培大全 羽兼直行著; 謝薾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493 那天之後的建築: 伊東豐雄的後311新建築觀 伊東豊雄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09 甜點盤飾: 蛋糕、慕斯、塔派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16 花木修剪基礎全書 李碧峰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523 原來喬木這麼美 葉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30 咖啡職人究極技法圖典: 烘豆、手沖、萃取know-how的超實務解析申基旭作;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47 麥田金老師的解密烘焙: 蛋糕與裝飾 麥田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54 我的黏土多肉小花園 吳鳳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61 世紀廚神學院: 法國博古斯學院頂級廚藝全書 保羅博古斯廚藝學苑(INSTITUT PAUL BOCUSE)著; 林惠敏, 陳文怡, 傅雅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1608 放鬆.舒緩.順產 孕婦瑜珈: 從懷孕到產後,82招助妳安渡孕期、健康塑身彭艾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15 舒適隔間設計100例: 從小房變大房、從少房變多房、讓空間機能更強的格局破解術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639 披薩聖經 湯尼.傑米納尼(Tony Gemignan)作; 王湘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714 歐文手寫字體課本: 給設計師、藝術家與手寫愛好者的歐文書法課程三戶美奈子作; 陳芬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721 風格小店陳列術: 改變空間氛圍、營造消費情境,157種提高銷售的商品佈置法則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745 文具王的日用文具嚴選型錄 高畑正幸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783 喵星人的裁縫師: 舒適剪裁+超有型設計,小貓到老貓的完美穿著提案葉慈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790 我的縫紉機筆記: 機縫完全上手的100個關鍵技巧全解葉慈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882 魚菜共生: 鮮採現吃!從地下室到頂樓,從零開始實踐的新型懶人農法城田魚菜共生健康農場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824 明日柏林: 100個你一定要知道的關鍵品味 盧怡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886 首席房產顧問葉國華這樣做,豪宅客戶黏著他: 利他,才是房仲該做的事葉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95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 王文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2813 不要留遺產給孩子 山田美智子著; 陳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37 鴻海為什麼贏得夏普: 前夏普技術長為你揭開百年品牌犯下的二大致命失策中田行彥著; 林佑純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44 鄉民公審: 是正義還是霸凌? 強.朗森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82 人才,自造者 謝宇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99 世界第一名的清潔婦 新津春子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02 商業人.設計腦 佐宗邦威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19 三句話,立刻提升溝通力: 關鍵時刻不白目的40種聰明對話法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40 最強邊緣優勢 艾倫.路易斯(Alan Lewis), 丹.麥肯(Dan McKone)著; 張綱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97

城邦商業周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7971 臺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習人口銳減時期之臺灣日本語文教育課題. 2014年度曾秋桂, 馬耀輝編 平裝 1

9789577868527 擁有兩個祖國的臺灣少年工 石川公弘著; 李金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602 台日高等教育重要政策の鳥噉: 大学生の視点を踏まえて桂田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626 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實錄. 第十七屆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 日本拓殖大學, 拓殖大學後援會協辦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657 シャドーイングが日本語学習者に与える影響: 気づきと発音を中心に江秀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695 韓国政治と社会 吳鍾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01 翻訳者の文体を探る: コーパスに基づいた翻訳文体研究鄧敏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718 華語語言分析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25 華語語言分析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732 「今鏡」の創造方法: 中世説話集との比較研究陳文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49 国際芥川龍之介学会 第11回台湾大会 発表論文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56 2016年度第5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国際会議予稿集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111 多少錢才合理: 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 房孝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525 易經與管理.風水.數術 李亨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532 <>之「辭」: 論四篇章之修辭 劉美惠作 平裝 1

9789869321549 以器觀道: 中國哲學研究文集 馬耘著 平裝 1

9789869321556 美力臺灣: 產業升級+品牌+學=臺灣未來 可染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9869321563 覺醒吧!藝術展覽 唐靖宜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570 旅行詩畫 王律絜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1594 國宅董事長: 萬海威的非凡人生 萬海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006 在秋天遇見科學 潘瑋作 精裝 1

9789869350013 魏晉時期符瑞災異之研究 錢國盈作 平裝 1

9789869350020 未成年: 林鑫佑攝影集. 2010-2016 林鑫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城邦印書館



9789869350037 天象巨變的真相 基督教人仁教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0044 愛情懂不懂 艾維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730 我們不要相愛吧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3747 盛夏花開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754 當風止息時. 4, 被扼殺的真相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761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 2, 粉紅切開來都是黑的 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778 青春之上 央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785 剪刀石頭布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792 只有你知道的夏天 兔子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001 桃花桃花幾月開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42018 下個轉彎是你嗎? 艾小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336 糾結。灸解: 溫暖穴道,對症保健自己來 陳玉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1343 圖解超級身體系統 北村昌陽作; 林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1350 民宿圓夢計畫聖經: 36家精品民宿經營,規劃全紀錄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1350 民宿圓夢計畫聖經: 36家精品民宿經營,規劃全紀錄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1367 鄉村風格生活計畫: 配色.建材.比例.家飾,郭璇如設計師的絕妙鄉風提案郭璇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1374 遠離病住宅的健康設計: 降溫、抗敏、放鬆、保暖四季安心裝修術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增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屏市蓮花寺經書助印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風和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606 蓮花問世: 大慈大悲師父濟世記錄 蔡寶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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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1555 遲到的新中國: 價值觀的競爭與結構變遷 吳峻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62 冷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的新思維: 恐怖主義觀點 簡嘉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86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解析 吳航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09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對中美貨幣權力關係之影響 洪一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23 中國大陸民事代理法制之研究 林優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47 崛起強權理論化的研究: 中國大陸的能力、意圖與行為模式趙祥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54 現代戰略研究之父鈕先鍾思想解析: 國家間戰略: 知識科學與行動藝術張明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61 美中對伊核問題政策立場之比較研究(2005-2011)吳依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85 重起爐灶: 遷臺初期的<>(1949-1953) 陳志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3837 恆春民謠 鍾明昆撰稿; 吳明澧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2176 迷失的骨頭 凱絲.萊克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90 出版禁止 長江俊和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06 臥底正義 李查德(Lee Child)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屏縣滿州民謠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9789573332213 少年陰陽師. 肆拾肆, 凝聚之牆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20 紅皇后 維多利亞.愛芙雅(Victoria Aveyard)著;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573332237 戀愛檢定 桂望實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44 未來都市NO.6 beyond 淺野敦子著; Bxyzic圖; 珂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51 緣起不滅 張曼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2275 土耳其是一種癮 周錦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466 <>順時養生法 宋為民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473 活用般若心經養生術 李芳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687 安琪老師教你輕鬆做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71694 梁幼祥的經典素餚 梁幼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508 笨狗! 史蒂芬.麥可.金圖.文; 吳秀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515 愛書的孩子 彼得.卡納沃斯著; 方素珍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娃娃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食為天文創



9789869332903 鄒記: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910 鄒記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927 復仇的山豬: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934 復仇的山豬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398 文法達人Book 王冠程編著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515 濟公真經與一貫義理研究 李欣霖作 初版 精裝 5

9789869067522 儒家治療學 李欣霖作 初版 精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1268 不動產經紀人主題式考前速成(五合一) 林育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61275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完全攻略<>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8958 大悲咒 十小咒抄經本 平裝 1

978986645896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抄經本 平裝 1

9789866458989 佛說阿彌陀經抄經本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0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建冠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秋學會



978986645899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抄經本 平裝 1

978986931122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抄經本 吳曉惠編輯.繪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11243 大樹下 陳菽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723 神恩奇妙 李林尚美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8612730 如何預備被提 李清來作 增修初版 精裝 1

9789868612747 說話的神: 一九九個神跡 范野聲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156 物流與運籌管理 美國SOLE國際物流協會臺灣分會, 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著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874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二屆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846 憂鬱症的療癒與蛻變: 案主中心藝術治療 林端容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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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海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美國SOLE國際物流協會臺灣分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827 巴菲特的致富哲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65 下班後,默默學會的致富寶典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872 新手一看就懂的房地產投資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27 有錢人的習慣和你不一樣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31 多空雙賺,用技術分析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93 5年後,靠酒田戰法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09 畢業5年,用技術分析賺到3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16 多空雙賺,投資ETF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23 新手老闆第1年就賺錢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30 致富的邏輯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47 下班後,靠投資多賺15萬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54 巴比倫的致富寶典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61 30歲前一定要存到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78 下班學投資,每年多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7185 靠技術分析,每年穩賺20%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192 畢業5年,投資股票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07 上班第一天就有的競爭力 劉國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14 看懂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0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21 小資賺千萬的致富計畫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38 股票致富小百科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30145 靠技術分析,每年穩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52 不爭利,就能累積競爭力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69 新手一看就懂的ETF投資圖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76 50歲後,靠技術分析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83 畢業5年,換個有錢人的腦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90 靠網路,小資創業每年穩賺100萬 李群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2407 35歲開始,邁向財務自由之路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414 股市10大技術指標圖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6308 世界眼中的臺灣 簡義雄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473 臺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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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1333 商務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829 (新譯)童話詩人宮澤賢治燃亮社會: 收錄等幾個風雨無懼的動物故事宮澤賢治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836 必勝!NEW日本語能力檢定N1單字攻略本 鈴木裕子.郭欣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8843 必勝!NEW日本語能力檢定N1文法&句型攻略本鈴木裕子.郭欣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8850 (新譯)墮落教主坂口安吾唯有求生存: 收錄退步主義者等8個反思輸家哲學的珠玉小品坂口安吾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商務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科基



9789863412328 心理學概要 Benjamin B. Lahey著; 黎士鳴, 鍾天鳴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2465 魔術董事長: 要最好,你非變不可! 蘇一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526 雙動能投資: 高報酬低風險策略 Gary Antonacci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533 交易本事: 邁向頂尖操盤手的獲利心法 樊恩.薩普(Van K. Tharp)著; 許瑞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540 人力資源管理: 全球經驗 本土實踐 Raymond A. Noe等著; 王精文編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2564 國際財務管理 Cheol S. Eun, Bruce G. Resnick作; 王明昌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571 精實力: 持續改善價值創造的流程 亞特.伯恩(Art Byrne)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588 電路學精析 Charles K. Alexander, Matthew N. O. Sadiku著; 陳在泩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618 財務管理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Bradford D. Jordan著; 郭震坤, 李志偉編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3412625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 Richard A. Ferri著; 陳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625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 Richard A. Ferri著; 陳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656 先發制人: 打造迎戰變局的高韌性海豹團隊 布萊恩.海納(Brian E. Hiner)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663 Essentials of Investments Zvi Bodie, Alex Kane, Alan J. Marcus著; 林哲鵬導讀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687 線性代數 W. Keith Nicholson著; 黃孟槺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694 六標準差: 全線發揮變革與改善的影響力 彼得.潘迪(Peter S. Pande), 羅伯.紐曼(Robert P. Neuman), 羅蘭.卡法納夫(Roland R. Cavanaugh)作; 曹嬿恆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717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12724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710 漫畫特攻隊: 快速入手 曾建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732 阿波藍 川人美洋子作; 馬芬妹中譯 平裝 1

9789868775749 臺灣藍草木情: 植物藍靛染色技藝手冊 馬芬妹主編 再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飛魚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崙磁學



9789868775756 藍的禮讚: 臺灣藍x阿波藍國際交流展專輯. 2016馬芬妹執行主編 平裝 1

9789868775756 藍的禮讚: 臺灣藍x阿波藍國際交流展專輯. 2016馬芬妹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928 讓臺記 吳德功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35 蘇軾文選 (宋)蘇軾原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42 臺灣風景 西川榮一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59 太魯閣蕃討伐寫真帖 柴辻誠太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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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4332 旅遊行程規劃: 實務應用導向 鍾任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585 統計學概論 陳淼勝, 李德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592 國際行銷學: 建構全球行銷能力 張國雄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460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雅風堂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615 社群大數據: 網路口碑及輿情分析 楊立偉, 邵功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622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品質提升與價值創造 曾光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4639 食品供應鏈與物流管理 中國醫藥大學雲端健康研究室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646 消費者行為: 洞察生活、掌握行銷 曾光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4653 跟著禮賓司長學國際禮儀 朱玉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660 菜單設計與成本分析 劉念慈, 董希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677 解析人力資源管理 楊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684 行銷管理: 理論解析與實務應用 曾光華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5774691 行銷學原理 曾光華, 饒怡雲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前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907 盧澔化學: 決戰指考. 解答篇 盧澔, 唐婉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805 崇善集錦 林高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805 崇善集錦 林高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218 國中會考增強數學123. 二上 曾強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3827 馬政權的開場、中場和收場 南方朔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2614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2621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2638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2645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2652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2669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2997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2980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冊數共計：13

茂喜文創整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雄代天府正心社崇善堂



9789863523093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109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215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3161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178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3185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192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208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3260 衛斯理傳奇之木炭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277 地獄筆記 黑色火種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284 地獄筆記 黑色火種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437 皇帝真是苦差事 劉樂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482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3499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3505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3512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3581 下一站,幸福: 女孩必修的12堂課 吳靜雅著 平裝 1

9789863523598 衛斯理傳奇之茫點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3604 問官場,誰是貪官? 吳學華著 平裝 1

9789863523628 明明白白學易經 覃賢茂著 平裝 1

9789863523635 衛斯理傳奇之犀照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642 南懷瑾大師的人生新論 張笑恒著 平裝 1

9789863523659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666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3

俊傑



9789867791276 水稻天災風險分析與保險機制之建構 楊明憲, 陳森松作 平裝 1

9789867791283 高接梨農作物天災保險之規劃與設計 陳森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230 臺灣四季好味道: 寶島多元蔬果與海鮮成就您餐桌上的四季美味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826 密勒日巴的老師說: 馬爾巴的30個修行忠告 密勒日巴尊者原著道歌; 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970 Imagine 胡伊欣, 林宙賢, 史巍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963 天地壯闊 胡伊欣, 李文祥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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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廉藝術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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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廉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福維克樂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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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839 你不可不知道的300幅浪漫愛情畫 許麗雯暨藝術企劃小組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846 你不可不知道的西洋繪畫中食物的故事 肯尼士.本迪納(Kenneth Bendiner)著; 蔡宗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853 星座神話 稻草人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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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67884 諾阿.諾阿: 尋找高更 保羅.高更(Paull Gauguin)著; 郭安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891 太陽之法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767907 眾神的星空 稻草人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914 幻獸園 Editorial Lib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921 小花園 Editorial Lib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938 圖解音樂史 許汝紘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7952 譽毀之間: 邁向權力巔峰的希拉蕊 敖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969 你不可不知道的300幅名畫及其畫家與畫派 許汝紘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7976 I Am Nala: 百萬人氣貓與插畫家的浪漫邂逅,教你精湛的繪貓技法文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7983 我可以做得更好: 蔡英文的未來戰略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369 樂活銀髮,力要從心: 長者心靈陪伴與自我關顧實用手冊古倫神父, 吳信如合著; 吳信如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南與北文化



9789869042376 病痛與醫治: 病人與陪伴者的實務手冊 古倫神父(Anselm Grun), 吳信如著; 鄭玉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42383 道別、悲傷與安慰: 悲傷者與臨終/悲傷陪伴者的實務手冊古倫神父(Anselm Grun), 吳信如合著; 吳信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42390 陪伴一生的祝福: 讓祝福傳達關懷與應許的實踐手冊古倫神父(Anselm Grun)著; 吳信如, 鄭玉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75302 夢與靈修: 重新聽見「被遺忘的上帝話語」 古倫神父(Anselm Grun)著; 吳信如, 范瑞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5319 在愛與希望中道別: 傳達出個人情感的告別與追思儀式羅斯(Fritz Roth), 史威卡(Georg Schwikart)等著; 鄭玉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357 辛克的7個身心靈祈禱操練 約格.辛克(Jorg Zink)作; 鄭玉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2617 英文單字諧音易記7000字 羅吉惠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905 詩學詮析與審美理論 張慶仁, 蔡瑞霖著 平裝 1

9789869284912 微想,你 袁丞修, 郭逸軒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929 英語教學專業實習手冊 吳榮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936 高等教育改革與學習型組織 張慶仁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195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104學年度薛清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化材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臺科大人事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英榜



9789865627188 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6年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468 藝術導遊: 西洋文物鑑賞. 1, 埃及.希臘.羅馬篇 陳慶福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870 南榮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沈雅琦, 劉雪真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3163 樂聖 甯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53170 樂聖 甯白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368 他還年輕 吳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743375 剪翼史 王文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382 甲溫與綠騎俠傳奇 楊牧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399 試寫室 西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耶魯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音樂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23971 闇覗者的回返: 古族對話錄 蔚宇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5642 抗老化與健康長壽之道 蘇益仁, 顏賢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01586 Melody picture dictionary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814 鍬形蟲日記簿 黃仕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821 山女日記: 約翰繆爾步道上的28天 蘇珊.羅伯茲(Suzanne Rober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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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2706 美麗人生攝影精選輯. 2015 黃時文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2285 健康標竿: 40天但以理計畫 華理克(Rick Warren), 丹尼爾.艾門(Daniel Amen), 馬克.海曼(Mark Hyman)著; 程珮然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麗人生攝影研討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蝦港生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樂蒂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7382 墨彩心意象: 丁鴻銘作品集. 2016 丁鴻銘作 平裝 1

9789868637399 臺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6: 大甲溪風情畫翁鴻盛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103 海外珍寶: 麥繼強伉儷捐贈中華文物圖錄(簡體字版)王怡蘋執行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4750 我說參同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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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9805 快樂點心人: 甜蜜蜜 鄭宗弦著; 許珮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2490 我的未婚妻是魔王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2667 富爸爸,提早享受財富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王麗潔, 朱雲, 朱鷹譯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2674 富爸爸,提早享受財富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王麗潔, 朱雲, 朱鷹譯二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首藝臺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藝社



9789863612681 魔王陛下的憂鬱 唇亡齒寒0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2735 我想你: 戀愛之前之間與之後的小小心事 三隻熊Mr.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742 淘寶爆款操作聖經: 選品、上架、優化、維護,三周打造熱門商品,創造超人氣交易量與免費流量吳元軾編著; 老A電商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773 魔王陛下的憂鬱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2780 Phantom Agent幽靈代理人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797 異世的普拉瑪 貓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803 神明,魔法師,與被詛咒的我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827 我,比不快樂更快樂 亞當.席佛拉(Adam Silvera)著; 曾倚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834 山海祕聞錄. 205, 無盡緣起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841 山海祕聞錄. 206, 禍亂滔天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858 被偷走的妳 黎安.莫瑞亞蒂(Liane Moriarty)著; 陳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872 憤怒的數字: 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 新社會研究院編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889 食貨誌: 寫給吃貨們的故事與烹調的道理 鄧士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896 大內傲嬌學生會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919 午安,請問要點一隻偵探嗎?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926 辣媽的中西式早午餐: 83道人氣食譜輕鬆配 辣媽Shan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957 月影町的差使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964 幽明錄 沐九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2971 Phantom Agent幽靈代理人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008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015 刺客教條: 兄弟會 奧利佛.波登(Oliver Bowden)著; 李建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022 怪奇孤兒院之怪物之城 蘭森.瑞格斯(Ransom Riggs)著; 陳慧瑛, 曾倚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039 山海祕聞錄. 301, 雙子迷局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046 跑對方向,比跑的速度更重要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060 山海祕聞錄. 302, 亂世烽煙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121 富爸爸,窮爸爸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MTS翻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145 開膛手的邀請 卡洛琳.潔絲庫克(Carolyn Jess-Cooke)著; 陳思華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743 齊瓦哥事件: 光明與黑暗在一本諾貝爾得獎小說背後角力彼得.芬恩(Peter Finn), 佩特拉.庫維(Petra Couvee)著; 陳榮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67 公門菜鳥飛: 一個年輕公務員的革新理想 魚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83 證券交易法論著選輯 郭土木著 增修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26 恐怖主義威脅及反恐政策與作為 汪毓瑋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1131 華斯達克財富實戰寶典(簡體字版) 曹國揚編著 精裝 1

9789574336081 大國崛起與金融創新: 華斯達克i板及澳洲上市實戰寶典曹國揚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61 峽谷旅情: 賴世豪水彩畫集 賴世豪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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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毓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曹國揚

送存冊數共計：30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郭土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8207 管理學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4

9789574198214 管理學概論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4

9789574198405 消費者行為概論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4

9789574198412 消費者行為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62 塔羅擂臺 陳添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25 工程英文句型手冊 張欣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94 臺語的源流與語源 吳國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36500 臺語e規模與構成: 基礎文法 吳國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76 血清素睡眠法: 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和聰明 陳大同, 陳思叡合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國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張秀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6

陳添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欣釗

林建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91 Timeless: fan juwan范如菀 范如菀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64 鬍鬚張的經營日記 張燦文作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329 郭素書畫瓷刻集 張雅芳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904 柳嘉淵書藝 陶刻 柳嘉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7523 梵漢佛典對照(單字解釋). 二 體圓法師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體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昭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家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柳嘉淵

送存冊數共計：1

范如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燦文



9789574334803 水中畫影. 二,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33 保險法 劉宗榮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094 隨園散文集 吳志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22 臺灣獼猴立大功 郭英雄, 郭英傑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124 偵訊技巧、筆錄製作與移送實務 何招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55 土地徵收法 葉百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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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招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宗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志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889 臺灣五月畫會60週年聯展紀念專輯. 2016 郭東榮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6531 百年華人繪畫 黃士奇執行編輯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76 認識文化臺北: 文化守護員取經40國長期推動扎根鄉梓文化第一本網路布施攝影撰文集林高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74 臺灣史入門 史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09 渾沌魔境: 大宿命時代降生 陳明輝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49 醉戀金門 陳榮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憲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高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敏紅

黃承志



9789574336272 李憲佐財經法學論文集 李憲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36296 李憲佐財經法學論文集 李憲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336289 李憲佐財經法學論文集 李憲佐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336302 李憲佐財經法學論文集 李憲佐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53 抽象的大自然 林幸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982 卜巴 黎時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770 土地法論集. 二 陳明燦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9572 許真君瑞安行紀 趙聞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589 天台經幢老子道德經真本 趙聞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596 洪應明菜根譚釋解 趙聞起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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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時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林幸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879 鹿宇科學寫字法 游鈞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90 彩墨畫入門. 花果篇 姚悳瀠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941 六十石山風雲起: 臺灣最美的金針山 廖登清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725 大武山詩鈔 何雨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64 女佛陀: 長期飯票 救世主張 佛果作 平裝 2

9789574338504 女財團 愛的事業 公司禪 佛果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翁燕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雨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悳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登清

游鈞鋒



9789574332106 人力資源管理 黃英忠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36 日本漢字讀法辭典 范穎繁編譯 平裝 1

9789574147007 憶: 商船生活30年 范穎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85 世界國家簡介 蔡振元編著 修訂七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19 漢語大師(英文版1) 戚其璇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131 巧奇冤 于愷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824 民歌有情: 周興立歌曲集 周興立, 楊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824 民歌有情: 周興立歌曲集 周興立, 楊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于愷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振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穎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45 六道輪迴您會去哪道 吳吉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69 行道: 永為勝者 永明法師, 永進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4469 行道: 永為勝者 永明法師, 永進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75 大一新生在不同運動強度下的生理訊號擷取與其心肺適能常模關聯分析黃正一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64 三貓俱樂部. 四 咪仔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21 太魯閣號傾斜原理及其軔機系統 邱家財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邱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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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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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吉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進法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234 空間的價值向度: 實質環境形塑 林季芸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18 人在離島金門: 花言鳥語專欄 洪春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21 惜餘齋瓿稿 林正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238 惜餘齋續稿 林正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497 禮儀之說 羅瑞生, 羅毅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848 羅氏宗譜 羅瑞生著; 羅毅君校訂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098 水里尚水: 臺中一中美術班(藝揚於眾 美感在心): 藝起轉動水里: 水里觀光導覽手冊鄭炳煌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名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瑞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炳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春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正三

林季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36 學術堪輿實用掌訣. 三 張名成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958 玄空風水初級篇 莊國仁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241 廖麗卿油畫創作選集. 2016 廖麗卿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07 地緣政治學概論.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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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3943 美國驚嘆號 阿Sir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39 英譯陶淵明詩文集 張凱恩譯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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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景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凱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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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國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336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專業實習生實習手冊 陳達立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359 黃氏老譜: 循陽譜 黃欽達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70 整合學的第4本書: 一枚硬幣有三面 王罡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7972 整合學的第5本書: 腦力和智慧 王罡卜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77 終於結成果 陳金鳳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47 歲月的回憶: 奇蹟與巧合 戴文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文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羣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雲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世恒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達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欽達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85 Poko's treasure hunt 林凱琪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50 EIQ分析與物流 廖建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4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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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6425 吳文勝禪聯集 吳文勝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6425 吳文勝禪聯集 吳文勝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62 鳳武魂之十三: 決戰山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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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4582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1.2版 潘慧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慧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川長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建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屹



9789574334582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1.2版 潘慧玲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975 正能量 羅守至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1735 觀世音傳 葉三郎作 平裝 1

9789574336777 揹劍僧 悟通作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61 弘揚解脫道: 走出憂鬱、禪樂自在 劉世才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73 派對上空. 1994-2016: 許村旭攝影集 許村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64 悅讀1939年的花蓮港廳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村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高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三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世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羅守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93 滑石類藥材本草古今探源 呂志宏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80 南海仲裁案 林廷輝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306 #抄來的 艾喜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32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計算題解析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6715 二氧化碳與全球暖化淺探 林怡劭, 姚俊旭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92 江南賭徒 胡正生作 初版 平裝 3

9789574338016 江南賭徒 胡正生作 初版 其他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胡春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艾喜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俊旭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志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廷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580 孫中山vs袁世凱 楚三父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013 慈蓮: 平凡中的不凡女人 蕭洪澄江著 平裝 1

9789574326013 慈蓮: 平凡中的不凡女人 蕭洪澄江著 平裝 1

9789574326013 慈蓮: 平凡中的不凡女人 蕭洪澄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45 我讓你靠 春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59 面山教育與救難機制國際論壇.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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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8351 解密即興音樂 黃盟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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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盟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洪澄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蔡麗春

梁鉅清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42 What's the教心.諮輔小辭典 小花老師, 毛莉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16 開到荼蘼花事了: 癸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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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1208 不言: 江怡瑩作品輯暨創作解析 江怡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857 碑學文化與社區美學 林柏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68 返臺十年賺親情 鄭嘉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56 馬維銘老師升等著作之教學實務報告彙編: 代表著作、參考著作: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馬維銘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嘉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維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怡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柏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國忠(臺中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85 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對全球股市之影響分析: 兼論區塊資料單根檢定方法楊超翔, 高友笙, 林奇泰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373 松茂散記 徐江圖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380 幻術學徒: 2011-15之九鬼油畫 九鬼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458 稅務與會計實務精解 吳啟源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38 地寶迷霧 俞小明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小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衛畫貓貓做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政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啟源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培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江圖



9789574332885 貓咪圓舞曲 大衛正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400 動漫研究記事, 動漫產業篇. 2 余曜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12 雛菊漉過的靜 浮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33929 雛菊漉過的靜 浮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74 凝情化境 許忠文油畫作品集 許忠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018 舒齋影話: 張文鑑攝影閑話集 張文鑑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063 通識課程教學實務應用與革新-以「海洋文學」、「國文」為例林秀珍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秀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忠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文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曜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淑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78 吳鶴齡與蒙古 吳鶴齡原著; 吳罕台, 吳云台編註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535 山野教育與臺灣世界級景觀 楊建夫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54 墨濤華迎: 臺灣名家洛陽白馬寺書畫聯展 周澄等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22 彭鏡蓉攝影集. 一 彭鏡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83 ihategoodbye Su Misu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坤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鏡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an Wu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建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芳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罕台



9789574334575 黃坤伯美柔汀/MEZZOTINT/創作集 黃坤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04 自我意識學概論: 我們投胎轉世的起源 羅尉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42 陳又華油畫作品集 陳又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80 石趣‧拾趣 許進源[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834 漫步胡適時空,建築空間美學: 建築空間與教育深層對話(2008-2016)黃志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827 敬拜鼓譜集 楊主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志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主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又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進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尉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57 臺灣.咱兜: 蘇振明繪畫創作個展專輯. 2016 蘇振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210 幾何風物誌: 夢迴江南 幾何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60 OF Competition 有關競圖: 莊亦婷&FDAS建築競圖作品集莊亦婷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22 生態系列-空靈之妙: 葉春光創作集 葉春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15 許朝宗-蛻變之旅: 東西方文化交流在MEISSEN大放藝彩許朝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06 中島入木道. 2016 丁雯靜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朝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中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亦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春光

蘇振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愛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20 臨床醫師風險管理 高添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5220 臨床醫師風險管理 高添富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37 稅務法律實務案例分析 鄭宏輝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99 白蓮八十遍冬山: 妙慧.達真師徒蘭陽弘法行履記闕正宗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381 甲骨文集詩詞並字解選輯 楊雨畊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398 網撒在船的右邊 葉聖通, 葉慕言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葉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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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達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雨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添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宏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480 邊境瑰寶: 新疆金銀幣全圖典(簡體字版) 林憲璋, 陳吉茂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19 吳正財創意立體書法展專集 吳正財作; 淨耀法師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26 赤道起源 周英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800 The origin of equator InLon Chou[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33 螟蛉心金門情 楊忠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57 裙長未及膝 許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忠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正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英隆

陳吉茂



9789574335756 花鳥酩彩: 陳玉珍創作專輯 [陳玉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09 圖解金錢卦預測講義 林蔚青著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893 荷韻之美攝影專輯 汪晨曦著 精裝 1

9789574335893 荷韻之美攝影專輯 汪晨曦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886 陳偉銘. 2005-2015: 十年精選作品集 陳偉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23 攝影小品: 按下快門的真實故事 鄭詠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029 守護天神的懲罰 游主暄等文; 林宛瑜圖 平裝 1

9789574336036 時空訪問者之捍衛善良的眼淚 陳怡臻等文; 郭宜如圖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詠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廷(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汪晨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偉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蔚青



9789574336043 揭開Cou的布袋 陳柏翰等故事編寫; 林哲賢圖 平裝 1

9789574336050 扭轉乾坤的競賽 林亦謙文; 許瀞分圖 平裝 1

9789574336067 穿越時空的相遇 蔡宜憲等文; 黃郁筑圖 平裝 1

9789574336074 浴火重生的勇者 張雅閔等文; 林瑄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04 恩典串起的成長路: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68年故事干文元著 第一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11 郭宗甫教授退休紀念文集 郭宗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28 住宅不動產投資密笈: 以平衡計分卡方式建構 張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73 Unbirthday 西瓜精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6180 糖果屋 西瓜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芬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麗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庭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干文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郭宗甫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66 謝鎮欽回憶錄: 大時代下的生命輪轉 謝鎮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203 高飛鵬舉: 陳飛鵬墨寶 陳飛鵬作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258 若禹師門書法展作品集 郭金堂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4336258 若禹師門書法展作品集 郭金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40 Finding Victorious Coralie Skies[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57 國立空中大學臺北中心書畫社二十周年師生聯展作品集吳永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71 八字基礎會通 於光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永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於光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郭金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湛昕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飛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88 逗點: 溫暖手繪 讓我們憶起青澀、喚醒童心 享受溫暖的舒心時刻吧!劉思妤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395 勇者之風範 林榮福著 平裝 1

9789574338030 主是我路上的光 林榮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01 浯江夜語 寒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09 以多元教學策略促進實務導向學習成效: 知識管理教學之行動研究汪昭芬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23 太陽的故事 田小慧圖文; Karim Jamal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田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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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汪昭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思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47 尋找已漸褪色的金色大地: 花蓮金針花園 詹水火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30 陳世穎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陳世穎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60 風水聚落: 金門珠山 陳成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22 墨韻幽香: 簡惠美書畫集 簡惠美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38 蕭精一回憶錄 蕭精一口述; 蕭永昇, 任希詩策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39 專利營養10全 張品鳳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品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惠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永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世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成基

詹水火



9789574336999 專利辣味50盤 張品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7415 專利滿漢全席800 張品鳳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76 陳松齡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陳松齡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83 專家系統: 複合纖維紗線、織物精實化染程總覽蔡勝利作 平裝 1

9789574337668 複合纖維紗線、織物: 浸染實務與工廠精實管理蔡勝利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913 限地醫生: 周瑞醫生傳記 周維賢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19 無程.車票 莫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57 風華再現 戴武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家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天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勝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維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松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71 游墨養心: 趙進宗書法篆刻集 趙進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26 採一束沈默 阿慕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95 道德思辯: 品德教育核心能力的理念與實踐 李琪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7095 道德思辯: 品德教育核心能力的理念與實踐 李琪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01 Echolalia 廖宏霖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49 中國字與聖經. 第一卷 張經正, 張蕭玲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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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琪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廖宏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慶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慕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79 教室生病了,野人兄弟來拯救 楊培欣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08 河佬語的省思和自學方法 許瑞欽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84 流浪毛孩遇天使: 26個認養家庭的故事 周翔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77 我‧教學‧研究: 薛玉梅教授榮退集 薛玉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51 基礎統計學: 統計的觀念 徐晉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82 莊伯顯水墨作品及創作理念解析 莊伯顯[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伯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玉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晉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瑞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孟潔

楊培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67 幽默入門: 讓你的人生逆轉勝 靳重章 其他 1

9789574337989 中西格言漫談 靳重章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29 曠野旅程: 民數記釋經應用版 林榮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50 Becoming a xiangqi (Chinese chess) assassin Jim Png Hau Cheng[作]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05 瑭琪經筋瑜珈 瑭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42 戀戀水尾 黃家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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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定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家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榮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靳重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98 Crabs Liu, Hung-Chang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7910 Land Crabs Liu, Hung-Chang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7927 Ghost Crabs Liu, Hung-Chang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97 林江海水墨畫集 林江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934 相約十年 楊馨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78 [思釀久]國立臺中一中美術班班展作品集. 第十九屆林耘安作 平裝 1

9789574338078 [思釀久]國立臺中一中美術班班展作品集. 第十九屆林耘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23 跨領域設計之課程規劃設計與教學策略開發的探討與實踐謝銘峯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銘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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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耘安

劉烘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江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53 邱美文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 邱美文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74 過程中的女性主體: 臺灣女性藝術家的陰性特質調查研究姜麗華, 呂筱渝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81 舞者訓練科學 陳書芸, 鄭鴻文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672 科學化繪畫理論與技巧 張舜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51 品排 路明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30 劉亦泉攝影集: 寫實vs.手繪 劉亦泉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燕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舜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明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姜麗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書芸

邱美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7872 老子哲學與教育 林秀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67889 自閉症幼兒人際參與探究: 以動勢擷取介入為路徑李宗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896 開創終身教育新契機: 社會教育六十週年紀念專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02 人的本質: 死亡、愛情、工作、統治、遊戲 Eugen Fink著; 簡水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19 通識教育與文化實踐 梁家祺, 糠明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26 良師、典範與卓越: 郭為藩教授八秩華誕祝壽專輯楊國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26 良師、典範與卓越: 郭為藩教授八秩華誕祝壽專輯楊國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26 良師、典範與卓越: 郭為藩教授八秩華誕祝壽專輯楊國賜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436 肌筋膜舒活伸展法 林萬成, 鄭洪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50 血糖控制飲食全書 清野裕, 北谷直美監修; 溫環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67 沒有任何事,能阻止我享受生命的美好 林虹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3863 幻城之戰. 1, 刺客聯盟 麗齊亞.特洛伊斯(Licia Troisi)著; 李莉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870 與愛相遇在人生11樓的祕密基地 韓相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887 我有7種勇氣,跨越改變生命的7座獨木橋 劉永晚著; 李懿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894 傾聽打開人心,將得到最溫柔的回應 趙信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900 用謙遜換一份受益,5道練習題擁抱成功 金熙洙著; 李懿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9789866503917 幻城之戰. 2, 雙戰之士 麗齊亞.特洛伊斯(Licia Trois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924 聖誕的魔法城. 3, 幽窟祕寶 賴爾, 麥克.菲利普斯(Mike.Phillips)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3423 音樂小精靈 李美華文; 張山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430 青蛙和綠色的傘 張秋生文; 林明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447 雪人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454 一家人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461 幸福老公公 李美華文; 何志中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478 換西瓜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485 奇怪的雨傘 其他 1

9789866013492 想太多先生 許慧貞文; 龔燕翎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508 變色蟲與變形蟲 張晉霖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515 小瓢蟲的新鞋 李美華文; 廖穎祥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522 鼴鼠爸爸的便當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3539 真的有聖誕老公公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613 拯救下一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579 生物學歷屆試題真詳解. 104-99年 黃彪著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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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師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能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5213 讓黑白影像在藝術思潮中感動常駐: 翁庭華師生攝影聯展作品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2807 香料香草風味全書 日沼紀子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45 聲音的奇妙旅程 崔佛.考克斯(Trevor Cox)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76 順風車遊越南 凱倫.穆勒(Karin Muller)著; 鄧秋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890 英式百年經典下午茶 弗南梅森(Fortnum & Mason)著; 謝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2906 我們是誰?: 大數據下的人類行為觀察 克里斯汀.魯德(Christian Rudder)著; 林俊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13 祕史 唐娜.塔特(Donna Tartt)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20 1946: 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 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37 漂流郵局 久保田沙耶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44 勇氣的力量 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51 手作西點麵團寶典 瓦雷西.杜葉(Valéry Drouet)著; 黃詩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68 用一天說歷史: 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你的一天是人類累積的百萬年葛瑞格.詹納(Greg Jenner)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75 尋找藥師佛: 尼泊爾山居歲月 大衛.克羅(David Crow, L. Ac.)著; 余慧敏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2982 咬屍 松久淳, 田中渉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999 一顆頭顱的歷史 法蘭西絲.拉爾森(Frances Larson)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805 瑞秋的廚房筆記 邱瑞秋(Rachel Khoos)著; 胡學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812 信仰之外: 重返非阿拉伯伊斯蘭世界 V. S.奈波爾(V. S.Naipaul)著; 胡洲賢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翁氏攝影創作學園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28884 五專數學 吳文洪等合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129232 五專數學 吳文洪等合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80199 物料與倉儲管理 洪振創, 湯玲郎, 李泰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243 專案管理 John M. Nicholas, Herman Steyn原著; 管孟忠, 羅法聖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311 OLED導論 周卓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328 作業系統 呂沐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335 微積分 蕭龍生, 田倜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0342 計算機概論 孫宏民, 呂沐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00 微積分試題精選 葉紫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17 全國大專院校體操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與訓練滿意度之相關研究蔡佳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31 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 基礎篇 William D. Calliste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林貞君, 林旻澐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779 提升美學涵養導向職場增能創新藝術課程舊建築新靈魂: 藝文餐飲篇教學實務成果報告陳佳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86 研究與產學成果導入生理學及化妝品有效性與安全性領域教學實務報告邵東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93 線性代數 謝朝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809 微波工程 David M. Pozar原著; 郭仁財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0816 機械設計 Steven R. Schmid, Bernard J. Hamrock, Bo O. Jacobson原著; 傅光華, 張信良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830 配電工程 曾國雄, 譚旦旭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780847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學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80854 工程材料科學: 原理與應用 李勝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861 五專數學 吳文洪等合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80885 五專數學 吳文洪等合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80922 普通化學實驗 中原大學化學系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3780939 文學賞析: 閱讀與書寫 陳正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984 工程數學 羅文陽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0991 點閱菁華: 中文閱讀、思維、寫作 曾德宜, 劉香蘭, 盧景商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1080 悅讀.樂讀: 大一國文教材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學團隊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305 人文亞大.精采通識 黃淑真, 賴昭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312 學思集 林天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629 小黑首部曲之毛起來愛的小黑 馮家賓作 平裝 1

9789866314629 小黑首部曲之毛起來愛的小黑 馮家賓作 平裝 1

9789866314636 全心全意信靠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本信仰28條傑瑞.湯姆斯(Jerry D. Thomas)著; 林思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643 耶穌愛我我知道: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本信仰28條查理斯.米爾斯(Charles Mills), 龐美蓮(Linda Koh)著; 王忠吉, 林思慧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964 最終流放 河漢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57971 裝置愛情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988 一生孤注擲溫柔 阿堵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2428 百吃不膩乾拌麵 薛文龍, 趙曉翌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振佑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留守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庫克書屋

送存冊數共計：26

真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兆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421 孔雀明王念誦次第付小供養法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38 如意輪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45 烏樞沙摩明王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52 孔雀明王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69 延命菩薩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76 准胝佛母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83 阿彌陀如來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199490 藥師琉璃光如來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02 觀世音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19 烏樞沙摩明王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26 如意輪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33 千手觀音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40 中院十八道念誦頸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64 延命菩薩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71 阿彌陀如來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88 准胝佛母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7795 藥師琉璃光如來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8709 觀世音念誦次第別行立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8723 中院金剛界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8730 中院胎藏界念誦次第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9789869318747 中院息災護摩私次第付不動 言所阿闍梨編著 初版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307 個體經濟經典題庫 高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314 總體經濟經典題庫 高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63

高昇文化教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5378 飄浮在理性上的微笑: 夏靜的人文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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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56888 Lupine flowers Chao-Jen Chung作 平裝 2

9789574456888 Lupine flowers Chao-Jen Chung作 平裝 1

9789574456949 假戲真作: EX-亞洲劇團劇本選 江譚佳彥, 克薛椎.薩納加歐巴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6535 失寵王妃. 4, 三年之卷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01 血色天使與獵夜者 凱瑞琳.施柏克(Kerrelyn Sparks)著; 羅秀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18 伊本無淚. 2, 算計人是我的天賦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25 紅色犯罪師. 2, 荒狼危機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32 護心. 1, 上古妖龍特腹黑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49 絕對零度二部曲. 4, 自梳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56 護心. 2, 找個真龍好相公!?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63 伊人難為二部曲. 9, 清掃家門不手軟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70 醉愛深夜食堂 艾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887 X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小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66894 護心. 3好龍不怕火來燒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900 絕對零度二部曲. 5, 奇門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夏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林



9789862866924 護心. 4, 嗆愛真龍保衛戰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931 阮小姐,妳好嗎. 上, 情願.珍惜.宿命的重遇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948 阮小姐,妳好嗎. 下, 情願.珍惜.殘酷的別離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955 法老的寵妃首部曲. 上, 初見底比斯 悠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6962 法老的寵妃首部曲. 下, 卡疊石之戰 悠世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6112 揮灑臺灣之美: 水墨行者何木火畫集 何木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0511 大自然好好玩 宋林恒, 黎燕珊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528 百變金鋼: 新一代樂高機器人EV3讓你從玩家變成專家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10535 捍衛權利大作戰 錢世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542 3歲小孩定一生: 活用孩子的黃金發展關鍵期 丹尼斯.唐總編輯; 毛寄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573 公司法 劉俊良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10580 民法.親屬繼承 黃碧芬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10597 日檢N5合格文法、句型一本搞定 潘東正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510603 日檢N1-N5合格,助詞,一本搞定 潘東正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10610 行動化學館. 1: 物質的基本組成 陳大為, 陳大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634 看電影學行銷 莊銘國, 陳益世, 蔡佾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641 臺灣物類相感誌 蔡淑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689 從法律新聞學法律. 2 鄧湘全, 吳立瑋, 洪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696 圖解流通業經營學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719 愛情的,紅綠燈 呵小宏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唐門國際藝術集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424 南海風雲之「颱風行動」 安國著 平裝 1

9789869284431 彭堅湯方實戰錄 彭堅著 精裝 1

9789869284448 我是鐵桿中醫 彭堅著 精裝 1

9789869284455 時窮節乃現: 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 程騫著 平裝 1

9789869284462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與前瞻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637 鳳梨酥佐茶門市服務教學及研發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高苑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9878 悠遊墨池: 乘風雅集水墨聯展專輯. 七 曾伯祿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425 用愛啟航: 品格教育: 正向管教與親師生合作 林建福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449 西南集: 孫靜山紀念集 孫興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苑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乘風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時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31 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28屆 臺灣建築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432 幻 Fufu art works Fufu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415 商船最低標準公約及其附件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22 木材甲板貨運載船舶安全操作章程. 二0一一年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39 國際載重線公約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46 國際船舶噸位丈量公約與中華民國船舶丈量規則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53 完整穩度國際章程. 二00八年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51 流體力學拾趣: 飛機、帆船與風車 周鑑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102 淺析當今伊斯蘭世界 孫若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蕾莉亞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悅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60 生活經濟學 洪景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387 黃以色列舊約聖經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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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469 複音長笛 Pierre-Yves ARTAUD作; 潘宗賢, 黃善聖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61483 銅管五重奏名曲集 許雙亮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61490 彈得像霍洛維茲? Wolfgang Wagenhauser, Michael Reuter合著; 潘文嘉譯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8682 袁先生總是不開心 徐徐圖之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699 袁先生總是不開心 徐徐圖之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712 狼行成雙 巫哲著; 木言繪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736 狼行成雙 巫哲著; 木言繪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48729 狼行成雙 巫哲著; 木言繪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凌雲工作室

真理大學校史館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天地國度企業號



9789571365824 跟著狐獴站起來: 放下憂愁,相信愛的動能會突破一切溫芳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23 育空極地大冒險: 勇闖北極圈,來趟極光、愛斯基摩、馴鹿大遷移、野生動物、圖騰、淘金之旅烏騰, 馬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61 愛是謊言 白石一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12 帶你玩遍阿拉斯加: 闖入未開發的荒野大地,壯麗風光、自然生態盡收眼底烏騰與馬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29 跑者之道: 一趟追索日本跑步文化的旅程 亞德哈羅南德.芬恩(Adharanand Finn)作; 游淑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36 巷子口的賈伯斯: 點時成金的秘密 邢憲生, 丁肇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50 大城小事 HOM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366067 一日三餐: 麵包王&車珠媽的完美料理再現! 2千元幸福餐桌, tvN<>製作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98 英派語錄: 解讀蔡英文的5種態度與66堂說話課 葉俊傑, 余玫鈴, 時報出版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04 啟動心靈的對話: 拯救過無數受困心靈的醫師,告訴你讓人做出改變的對話技巧岡田尊司作; 洪于琇, 柯依芸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11 歲月如斯: 趙怡兩岸札記. 二 趙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35 加賀屋,與形形色色人生相遇的旅宿: 揭開一流款待背後的真實故事,看見超越工作守則的服務價值.細井勝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42 錢的歷史: 貨幣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及未來 卡比爾.賽加爾(Kabir Sehgal)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59 神預測: 從歷史軌跡找致富密碼,一次進場富三代!菅下清廣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66 親愛的小小憂愁 米麗安.泰維茲(Miriam Toews)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73 馬雲給年輕人的75個人生態度 王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80 Lu's戀愛生活 Lu'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97 This is a KOOB無厘頭,不科學實驗書 安娜.布雷特(Anna Brett)文; Ward Elle圖; 林怡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03 陪他走更遠: 失智照護專科醫生推薦的輕鬆照護方案,延緩患者病程發展、減輕家人壓力,長照必備萬用手冊今井幸充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10 相遇-在印度占星 靜唯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27 教育這種病 廖振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34 為愛調味 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41 天安門: 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溫洽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6258 不用怕,自戀: 找到愛自己剛剛好的位置,用自戀的正能量,點燃人生的活力與熱情克雷格.馬爾肯(Craig Malkin)著; 錢基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72 跟著莎士比亞去上班: 當老闆是王子、主管是弄臣、同事是老奸,四百年來英國君王都在用的職場應對工作術!千永峻, 金娜英著; 楊婉茹, 樊姍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89 縱橫天下: 千古一帝秦始皇的興亡關鍵 易中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296 臺北365: 春、夏 瞿欣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02 日本酒之書: 20堂課讓你搞懂現在最流行的酒! 杉村啓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19 幽默智慧王 戴晨志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26 過河卒子: 一名外科醫師未預期之人生之旅 莊錦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33 牙~40年名醫的真心告白 所有看牙的黑洞,讓醫師告訴你: 為什麼牙好人不老、為什麼不能亂拔牙、為什麼咀嚼能美顏?梁廣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40 饑渴的巨龍: 中國正在改變全球葡萄酒消費市場Suzanne Mustacich作;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57 寫作吧!你值得被看見 蔡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64 絕歌: 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前少年A著; 蘇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71 走自己的路,做有故事的人: 從生活脈絡尋找改變的力量洪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388 上癮 柴雞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1366395 上癮 柴雞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571366401 上癮 柴雞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1366418 上癮 柴雞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571366425 上癮 柴雞蛋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571366449 用願力召喚奇蹟: 打開你的內在力量,轉化生命能量的108個心靈練習嘉柏麗.伯恩斯坦(Gabrielle Bernstein)著; 汪春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456 創新可以更好、更快、更有效: 全球最權威趨勢獵人,解析6大機會模式，讓商業點子源源不絕傑洛米.迦奇(Jeremy Gutsche)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463 走音天后 尼克拉斯.馬丁, 賈斯普.睿斯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470 暴走社會: 鄉民正義、網路霸凌與媒體亂象,我們如何面對反應過度的社會榎本博明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487 宇宙的數學圖形: 啟發靈感、訓練邏輯,用色彩填滿抽象幾何的遊戲艾利克斯.貝洛斯(Alex Bellos)著; 艾德蒙.哈里斯(Edmund Harriss)繪; 胡守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494 咩咩叫的獅子 瑪麗雅.羅瑞塔.吉拉多文; 施薇雅, 法布里斯圖; 陳綾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6517 離開的勇氣 鄭媐安著; 徐若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24 請找到我媽媽 金柏麗.馬克奎特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31 雄圖霸業: 天之驕子劉徹的不世之功 易中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48 環遊世界迷宮大挑戰 安娜.布雷特文; 湯姆.伍利圖;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55 回到秦朝大冒險: 穿衣吃飯,全部從頭學 張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62 回到秦朝大冒險: 小心!躺著也中槍 張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79 沒去過這些地方,別再說你懂日本!神社x祭典x祕境x冒險,upgrade你的旅遊基因!熱血威爾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593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 一個清掃死亡現場者20年的生死思索特掃隊長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09 花式露營: 與你一起露營的美好時光 曾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16 為孩子開啟第101道門: 67堂新父母課,我們所養成的乖,也許正是讓他們無法高飛的束縛李玫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23 成年禮: 給不再是孩子,卻還不是大人的你 冒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30 上班,辭職,還是撐下去?: 一位職場倖存者的48個反向思考劉揚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47 羅小白 我相信我的獨特: 散文寫真全紀錄 羅小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54 在哪裡,都能當個巴黎人 南西大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661 慢活莊的神明 辻村深月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571366678 慢活莊的神明 辻村深月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571366692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66715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66708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366739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366753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1366746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1366777 快樂瘦: 李明川獨創川式減肥法,每天吃飽飽,運動做少少,2個月瘦5kg,跟著做就對了。李明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784 蔬菜穿內褲 賈瑞德.查普曼文.圖; 葛容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6791 緃橫得天下神機妙算: 三國演義 邵紅編撰 六版 平裝 1

9789571366807 一〇八好漢忠義豪傑: 水滸傳 傅錫壬編撰 六版 平裝 1

9789571366814 穿越大觀園絕美愛情: 紅樓夢 康來新編撰 六版 平裝 1

9789571366821 取經的卡通神怪之旅: 西遊記 黃慶萱, 龔鵬程, 林明峪編選 六版 平裝 1

9789571366838 在路上,遇見我自己 八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845 飛翔之夢: 萊特兄弟新傳 大衛.麥卡勒(David McCullough)作;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852 魔鬼的手稿 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869 46歲的肌勵奇蹟: 減齡回到24歲,減腰至少3吋,減去人生負能量!健身界最動名師LINDA 教你45天打造3D美腹,微笑享受斷捨離林慧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876 瘦孕聖經:懷孕過程只重8公斤、產後3週恢復身材、擺脫水腫、絕不害喜的快樂懷孕擇食法邱錦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883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66906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66890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366920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366944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1366937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1366968 外商投資銀行超強Excel製作術: 不只教你Excel技巧,學會用數字思考、表達、說服,做出最好的商業決策!熊野整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975 創業家賺錢的方式和你不一樣 林富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02 亂世宏圖. 卷一, 訴衷情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19 山海情思 溫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26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 關於變老這件事 安妮.卡普芙著; 王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33 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 耶魯人類學家的曼哈頓上東區臥底觀察溫絲黛.馬汀(Wednesday Martin)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40 負債魔王 睫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367057 流年物語 張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64 焚城記 保羅.巴奇加盧比(Paolo Bacigalupi)作; 穆卓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71 在最暗處看見光 甘仲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88 沒有你的日子...失戀告白情書,寫給你心中的歐巴李殷佑作; 黃子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095 大人們的餐桌: 從希特勒到歐巴馬,33位牽動政局的歷史人物飲食軼事蔡子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01 這不咖啡館,是我家: 室內佈置X輕食甜點X咖啡知識,打造咖啡館風格居家的第一步,美好生活的新起點!cafenoma著; 林謹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18 勇敢地為孩子改變: 給臺灣家長的一封長信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25 什麼叫做 愛 掰掰啾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32 低調赤裸!狐獴大叔之職場亂鬥 To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49 蒙面女人.漂亮男人: 那些三毛沒告訴你的沙漠故事林純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56 英雄之書: 觸動日本成千上萬年輕人,改變自我的人生開創法則黑川伊保子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63 人到中年還是活著 酒井順子著; 吳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70 牡蠣男孩憂鬱之死: 提姆.波頓悲慘故事集 提姆.波頓(Tim Burton)著; 林則良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367187 窮忙: 我們這樣的世代 戴維.K.謝普勒(David K. Shipler)著;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194 大裂: 「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 第六屆胡遷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24 墨的故事. 輯二, 墨香世家 黃台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31 愛,從臺灣飛翔: 一個角落也不遺忘 戚文芬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48 青天白日下的軍魂: 黃埔16期政戰19期兩代軍人魂李天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55 我該怎麼對妳說: 日常即永恆 蔡詩萍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7262 千鳥酒館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7279 發炎,是救命的警訊!90%疾病都從發炎開始,養生大師歐陽英最實用簡單的88道茶、湯、粥、果汁,讓你擺脫疾病的糾纏歐陽英, 徐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86 當呼吸化為空氣: 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保羅.卡藍尼提(Paul Kalanithi)著; 唐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93 總之,去散步吧 小川洋子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16 Google 創投認證!SPRINT衝刺計畫: Google最實用工作法,5天5步驟迅速解決難題、測試新點子、完成更多工作!傑克.納普(Jake Knapp), 約翰.澤拉斯基(John Zeratsky), 布雷登.柯維茲(Braden Kowitz)著; 許瑞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23 暢銷的原理 高杉康成著;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30 書房的鑰匙 喜多川泰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61 絕對驚豔魁北克: 未來臺灣的遠方參照 胡川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78 擺一桌絕妙的宋朝茶席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85 前朝夢憶: 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溫洽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7392 KID林柏昇的野人生活: 在無聊中找有趣,跟著KID玩出熱血與態度!林柏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08 唯一的寶貝 郭婧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7415 今日的佳餚 橋本紡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46 不如讀莊子: 教你如何活得自在的寓言 羅龍治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53 工廠人: 一個家具工廠如何力抗中國廉價傾銷,挽救地方小鎮的命運貝絲.梅西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7460 教育扭轉未來: 當文憑成為騙局,21世紀孩子必備的4大生存力東尼.華格納(Tony Wagner), 泰德.汀特史密斯(Ted Dintersmith)合著; 陳以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69 人生是一個人的狂熱: 日本暢銷書之神見城徹化憂鬱為驚人能量、解工作與生活之苦的生存之道見城徹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76 聽孩子說,勝過對孩子說 王雙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37 苦甜曼哈頓 史蒂芬妮.丹勒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9621 魔法傳記Online. 番外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591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9638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9669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69676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69645 狂兵抄. 卷肆 叢台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137

凌雲文創



9789865669713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69720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632 傷寒大論壇 張步桃講著 再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23 佛在人間講義 印順導師原著; 釋開仁編 初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5607 都市前瞻(年刊. 創刊號) 徐弘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721 戀戀粉彩八人聯展 王惠琴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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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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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市都技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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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8

高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正信佛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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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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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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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1579 N倍速學會iBT字彙: 400魔術英語句極速提升字彙力朱倩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586 圖解英文發音2重奏: 自然發音、KK音標Win-Win呂丹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1593 Ground Crew English航空地勤的每一天: 職場口語英文Stacy Yeh, Joanna Y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06 iBT新托福學術字彙「勝」經: 必背精華版 楊佳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13 猴腮雷: 雅思聽力7+ 武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20 王牌空服員100%應試秘笈 蔡靈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37 看動畫瘋美式英語!魔鏡魔鏡,救救我的Chinglish!呂丹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44 學文法,戀習英語寫作: 文法佐茶&情詩邂逅 許乃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551 Flight Attendant夢想啟航: 空服員的英文應試+飛行日誌胡夢瑋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3773 八卦紅之心 林美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288 三十精進教育部頒訂30篇核心古文 蕭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島鄉臺文工作室



9789867952295 三十精進教育部頒訂30篇核心古文試題本 蕭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325 經典薪傳: 高中基礎物理講義. 2B 倪興中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952516 公民與社會考科社會超越巔峰: 歷屆指定科目考試試題之精粹許英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30 高職數學C學習講義 翁婉珣, 劉宜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47 五千年閱讀學堂 陳正家, 林麗雲, 王詠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54 縱覽博觀閱讀古今 陳正家, 林麗雲, 王詠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61 高中國文學測粉絲團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78 高職國文統測粉絲團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85 高中自然考科平安符 高君陶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592 高職國文統測語表大趨勢 徐玉舒, 徐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08 寫作高手的十五堂課 蔡珮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15 高中國文主題百匯 汪丞勳, 梁淑玲, 詹子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22 高中國文主題百匯試題本 汪丞勳, 梁淑玲, 詹子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86215 歷史考科超越顛峰歷屆指定科目考試の精粹 賈本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9260 烏克麗麗狂想曲幼兒教材 黃子育編 平裝 1

9789868809291 烏克麗麗隨想曲幼兒教材. 2 黃子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2047 自然農法入門: 健康美味的家庭菜園 NPO法人自然農林文化事業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230 胎兒的奧秘與零歲的教育 李園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4016 益富老人臨床營養治療手冊 老人臨床營養治療手冊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益富營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悅翔數位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58 續一零肆學年度大體老師感恩手冊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101級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0858 我不能戀愛的理由 向阿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72 人的證明 李克世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89 忍川 李克世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96 詩詞散曲精華錄 孫土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02 芳菲集 艾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19 徜徉於偉人故里 鐘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33 平仄記憶 孫和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40 梁山鹿水話春秋 林建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57 魘夢日記 古鎮無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64 無聲的青春. 2, 大學季 何益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26 尋找實相 楊正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71 生命密碼: 名字造命 白慶忠, 白海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95 紅玫瑰的童話 林躍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08 機遇那點事 楊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15 人類文明的真相 王興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22 九十歲草民野議文選 朱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39 底層生活九十年實錄文選 朱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46 理論與歷史: 對社會演化和經濟演化的理解 路德維格.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何品, 胡玉琴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零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解剖學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4902 21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008 突破服事倦怠 山弗得(John A. Sanford)著; 黃凱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039 混亂與恩典: 看見聖靈的顛覆力 馬.蓋里(Mark Galli)作;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053 人一寬闊,世界也就寬闊了: 汪啟疆散文.詩集 汪啟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243 洪吟. 四 李洪志著 平裝 1

9789865885250 洪吟. 四(簡體字版) 李洪志著 平裝 1

9789865885267 洪吟(袖珍版). 四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274 洪吟. 四(簡體字袖珍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281 占卜一書通 李鐵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298 紫微斗數淺讀 姚在實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473 多元升等教學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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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7008 艾灸保健輕鬆上手 朱玫菁著 平裝 1

9789869327015 如何救自己: 中醫師35年行醫經驗談 陳昭輝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宬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益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人事室

校園書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1678 看見天使 朱台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51678 看見天使 朱台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67665 森林行吟 朱台翔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430 大地下的小螞蟻: 給孩子的療癒故事 沈佩冠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716 展望未來重視品格 胡正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2665 翻轉未來的先鋒!協同共享經濟之創新商業模式與關鍵技術陳右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72 電子材料產業年鑑. 2016 葉仰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89 電子零組件產業年鑑. 2016 林澤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96 特用化學品產業年鑑. 2016 陳育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02 石化產業年鑑. 2016 范振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19 機械產業年鑑. 2016 葉錦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26 汽機車產業年鑑. 2016 石育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33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2016 林怡欣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代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教育基金會



9789862642740 新興能源產業年鑑. 2016 康志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57 半導體產業年鑑. 2016 彭茂榮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64 通訊產業年鑑. 2016 呂珮如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71 顯示器產業年鑑. 2016 劉美君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815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 105學年度 管美蓉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441 聽!天主的聲音. 節慶篇 黃婉茹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7458 聽!天主的聲音. 節慶篇 黃婉茹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207 漢字(簡體、繁體)對照講析 周勝鴻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7210 歐盟魚類和水產養殖新標籤的消費者袖珍指南 張錦萍, 陳詩璋譯 平裝 1

9789868507210 歐盟魚類和水產養殖新標籤的消費者袖珍指南 張錦萍, 陳詩璋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品條碼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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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現代化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考中心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379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初等題庫密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68386 TQC+商品造形設計認證指南: Rhinoceros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68393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中等題庫密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132 帝範: 高階領導的修煉與傳承 孔祥科, 吳秋育編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8628 扶輪箴言錄: 改變世界的啟示 國際扶輪9830地區澳洲Hobert扶輪社著; 陳仁德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557 中華花藝三十週年專刊 財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820 與失智共舞 林信男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242820 與失智共舞 林信男等作 再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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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路加傳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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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電腦技能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221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15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238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15年 汪威錞, 葉長城, 羅絜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909 莎莎聽不見 謝明芳文; 崔麗君圖 精裝 1

9789869327916 莎莎聽不見實作手冊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375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6 劉祖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382 製藥產業年鑑. 2016 劉祖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399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6 劉祖惠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405 製藥產業年鑑. 2016 劉祖惠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9471 天堂之美在人間: 東正教當代蛋彩聖像特展 卓靜美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9025 關聖帝君桃園明聖經注釋本 吳文興注釋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龍岡親義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界宗教博物館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社福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3616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wan: History and PracticesChao-Ching Fu[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269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736276 黯淡的達賴: 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9232 跟著 恩主公的腳步走: 信眾見證. 選輯二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4579 中觀今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975 亞洲之外: 80s'朱銘 紐約的進擊 林以珞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都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224 王添灯紀念輯 張炎憲主編 第一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851 祈願: 史國良作品集 史國良作 平裝 3

9789574573943 翡翠青瓷: 何志隆作品集 何志隆作 初版 精裝 2

9789574574001 與大師面對面: 星雲大師書法集 星雲大師作 精裝 2

9789574574018 弘一大師.豐子愷.豐一吟作品合輯 釋如常主編 平裝 3

9789574574131 永遠從關懷出發: 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2015年紀事如常法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914 今生相遇: 罕病旅人誌 江昕潔等編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237 癒火重生的美麗 陳美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244 翻轉新生命: 全球20位生命總統撒播希望的故事周進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251 千年築夢: 臺灣樹王賴倍元傳奇 賴倍元, 賴建忠口述; 溫守瑜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268 森林之子: 印度札達夫.佩揚種樹救地球的故事 札達夫.佩揚口述; 周進華, 周上觀, 周天觀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275 黑暗與光明: 越南孤兒之母黃小香傳奇 黃小香口述; 楊迪生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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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11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0472 弦樂四重奏 馬水龍作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0489 木管五重奏 馬水龍作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0496 白鷺鷥的願望 馬水龍作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3100 祝福 馬水龍作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3117 懷念 馬水龍作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3124 水墨畫之冥想 馬水龍作曲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444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2015 Mignonne Man-jung Chan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227 說他們的故事讓我改變: 移工、新住民與臺灣律師生命交會的絢爛花火陳又津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352 奇美コレクショソ総集編 財團法人奇美博物館基金會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3555 獼猴娃遊臺灣: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采盟兒童藝術節. 第六屆黃欣妤, 林育慧企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盟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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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543 IFRSs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業財務比率. 105年版(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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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4842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2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859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論壇彙編. 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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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10290 食品產業年鑑. 2016年 李河水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711 社會個案工作實務: 居家服務特殊案例彙編 陳燕禎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7114 企業倫理: 內外部管理觀點與個案 陳勁甫, 許金田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幼安教養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909 唯心.維新: 專業壽險銷售卓越之道 齊萊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8753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4年 平裝 3

9789579498753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4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0918 紀錄片教學手冊. 原鄉踏查篇 王教哲等著 平裝 1

9789868490918 紀錄片教學手冊. 原鄉踏查篇 王教哲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798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張忠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502 捉迷藏 張宜玲文字; 林心智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神腦科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運璿基金會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基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1930 氫社會的科技發展趨勢分析 賴志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47 次世代通訊技術(5G)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 次世代頻譜優化技術鄭凱仁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54 科研補助系統與科研人才養成: 專題研究補助計畫運作模式如何能更有助於新進科研人才培育張于 紳, 郭玉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61 政府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資料公開機制研究 王怡惠, 蕭棠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78 科技計畫之經濟效益測量與評估方法 張錦俊, 羅愛雁, 李宜憲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140 SNDT Abstract Digest. 2016 Wen-Kuan Yeh等[編著]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4399 CIC annual report. 2015 Jen-Chieh Wang[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636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病理表現型分析對外教育訓練推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43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大小鼠組織學 梁鍾鼎, 陳幼岭, 陳姿妤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50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大小鼠常見健康異常李泔泓, 陳幼岭, 陳姿妤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67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毒理病理概論與基礎大鼠解剖林柏翠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74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小鼠病理表現型分析梁鍾鼎執行編輯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649 疑問?聖經這樣回答! 約珥.畢克(Joel R. Beeke)作; 恩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656 朗朗詩篇119學識字 馬秀蘭, 戴文馨作 平裝 1

9789575504748 救主耶穌的祖先以撒: 向承受應許的人學習作承受應許的人黃奇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755 培養信心小巨人: 幫助父母與老師造就下一代門徒黛比.古德溫作; 黃耀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2522 兒童愛之語: 打開親子愛的頻道 蓋瑞.巧門,羅斯.甘伯著; 吳瑞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048 她屈膝禱告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吳美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3624 Our god: the god of glory Francec C. Thurman[作] 平裝 1

9789869293655 史多美最喜愛的禱告文 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原著; 詹雅惠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3662 為何還要關心以色列? 珊朵拉.泰普林斯奇著; 詹雅惠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3679 天路歷程 佐藤雅子作; 張瓊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3686 耶穌生命最後的七天 佐藤雅子作; 張瓊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3693 神偉大的計畫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吳美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34808 救世主的誕生 佐藤雅子作; 孟一博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4815 跪在應許上 吉姆.歌珥(Jim W. Goll)著; 吳蔓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34822 重拾信心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著; 林以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34839 那我們呢? 伊坦.許克夫(Eitan Shishkoff)著; 臺灣亞太社會創新教育協會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4632 腳印: 宇宙光華人教會史論著序文集 林治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49 宣教繽紛錄: 宣教史人物故事集 魏外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56 為基督造橋的人: 輕鬆讀宣教故事 陳中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宇宙光全人關懷



9789577274663 中國留學生之父: 容閎年圖譜 許小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687 溫州基督教歷史: 中國的耶路撒冷 舍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274694 溫州基督教歷史: 中國的耶路撒冷 舍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274748 二十六年: 曹雅直夫婦溫州宣教回憶錄 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作; 溫州市恩際翻譯團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755 馬雅各入臺宣教150年歷史圖片巡迴展導覽手冊林治平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762 上帝的甜言蜜語: 天天思想主的愛 依品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779 小耶穌誕生了 凱琳.馬肯茲文; 娜塔莎.烏利亞諾圖; 張志強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786 不滅的燈火: 吳勇長老回憶錄 吳勇口述; 何曉東撰文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274793 浮生拾穗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809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6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816 看不見,一樣能發光: 李繼吾的傳唱人生 李繼吾口述; 游紫玲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823 奇異恩典: 約翰.紐頓的生命故事與靈性歷程 約翰.紐頓(John Newton)作; 穆卓芸, 張志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830 老虎麵包師 格坦.杜赫繆文圖; 陳素麗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854 我是癲癇症患者 曾幼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861 失去,如何療癒 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著; 金幼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878 蘇老師的故事角(歡迎任何故事和怪物!) 芭芭拉.波特納文; 麥可.恩伯利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4885 我的孩子得了思覺失調症 林惠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39 上帝把葉子染紅了: 溫哥華、西雅圖、萊溫芙斯的秋日旅行依品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551 絕望中的守望: 藥癮者家屬關顧 蔡佩真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097 練習快樂.達到幸福: 快樂的7個好習慣 雷洛美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9789865745103 生死間.愛相隨: 一位基督徒醫生與主同行的見證徐晉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110 基督信仰的甘甜: 一位醫生就死扶傷的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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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86619 隱藏在爆米花裡的思潮 王星然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700 全球醫藥流通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5 黃毓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48 全球零售通路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5 林原慶, 丁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55 全球時尚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5 何介人, 蔡金坤, 王男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62 全球物流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5 林原慶, 丁凡, 李芷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7739 經典課文教你寫作: 4大作文類型.20位作家一次傳授林玫伶, 許元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784 大家學華文. 2 蔡雅琳執筆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791 貓頭鷹法官 吳燈山文; 王秋香圖 平裝 1

9789577517791 貓頭鷹法官 吳燈山文; 王秋香圖 平裝 1

9789577517807 小青 施養慧文; 吳羚溦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807 小青 施養慧文; 吳羚溦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814 目擊證人 張友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814 目擊證人 張友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838 成語小劇場: 烏龜金曼 洪國隆作; 魏羽桐繪圖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信徒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業發展研究院



9789577517845 雨魚 劉如桂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7517852 媽媽心媽媽樹 方素珍文; 仉桂芳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851 心寬路廣 臺灣情 施文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705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8706712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8706729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8706743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8706750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07622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207639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207646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207653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207660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868207677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868207684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1

9789868207691 但盡凡心 劉發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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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富邦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9789579775397 粉樂町. 2015: 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3708 捲籟軒黃笑園詩集 黃笑園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746 樂山樂水: 郭雪湖回顧展 臺灣創價學會出版總局藝文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771 中華傳統美德與現代文明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2621 TOAF annual report. 2015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366 明心哲學精華: 白話譯解 劉清靜著述; 高緒業譯解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極忠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笑園文學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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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71560 Tsunah's quotations: a collection of wisdom edited by I-Hsiung Lin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2871577 Tsunah's quotations: a collection of wisdom edited by I-Hsiung Lin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654 河西羊的健聲房 河西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330 和耶穌一起生活: 30種方式體驗主愛 葛羅謝爾(Benedict J. Groeschel), 蓋齊(Bert Ghezzi)合著; 林淑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347 愛的光芒: 與德蕾莎修女靜心祈禱 柯諾邁雅(Comelia M. Knollmeyer), 凱特勒(Evaldine M. Ketteler)著; 上智文化事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6452 智慧穿戴裝置最新發展趨勢洞察研究 施雅茹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469 Fintech趨勢與前瞻: 臺灣行動與第三方支付發展趨勢研究沈舉三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476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消費性電子/行動通訊. 2016張俐婷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483 ICT產業白皮書. 下: 智慧製造/智慧家庭/電子商務/軟體服務. 2016李震華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490 Fintech趨勢與前瞻: 全球金融科技應用與新創案例研究丘宜巧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506 全球電子商務市場趨勢與商機研究 王義智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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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盲基金會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慈林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8437 小人物大榜樣 林子衿等撰稿 其他 1

9789868908444 小人物大榜樣(注音版) 林子衿等撰稿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902 閱讀鹿港. 五: 生態與環境: 鳥之謎 許恩騰等文字寫作 平裝 1

9789869269919 閱讀鹿港. 三: 藝術與人文: 古鎮劫 林宸喬, 李沛瑜, 施岱伶文字寫作 平裝 1

9789869269926 閱讀鹿港. 四: 歷史與人物: 街市英豪 陳廷妍, 梁靜宜, 何志韑文字寫作 平裝 1

9789869269933 閱讀鹿港. 二: 宗教與民俗: 神器 林明俊, 陳欣柔文字寫作 平裝 1

9789869269940 閱讀鹿港. 一: 聚落與生活: 三支鎖匙 王麒愷, 林虹汝, 陳寧文字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707 教養孩子 先教養自己 徐子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38 身體風景: 派翠西亞.匹斯尼尼 李足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817 親子溝通轉轉念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824 樂齡. 2: 老得有智慧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臺灣和平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敬德基金會



9789866443831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蒙古文、中文、英文、日文)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831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蒙古文、中文、英文、日文)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022 重校標音聲律啟蒙讀本 車萬育甫著; 謝何美雪重校標音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703 生根 深耕 開創農業新風貌: 成立三十週年紀念專刊字裡行間工作室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9815 牽手雲端: 新移民姐妹的數位人生 江宜庭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39822 越南100問 王一煥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613 大智度論. 下輯(現代版) 孫劍鋒整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3620 釋迦如來應化史集 惠光禪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3637 新護生畫集(一、二集合刊) 樂崇輝編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63644 佛學讀本、初級佛法自修手冊合刊 聖印法師著; 三輪空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651 雲棲法彙<>合刊 (明)雲棲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668 讀大乘起信論捷訣 破衲比丘編纂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善理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市慈光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瑠公農產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170 地下實驗.創意秀場. 2008-2011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708 再會歷史: 蔡志松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2606 以藝術之名: 香港當代藝術展 石瑞仁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2613 高磊Windowsky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2620 K-P.O.P.韓國當代藝術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637 記憶之宮.席時斌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62644 替身: 盧征遠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62651 潮騷: 鄭路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62675 王俊傑作品<>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2682 Cross跨社會: 設計x藝術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682 Cross跨社會: 設計x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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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8108 分別為聖: 聖潔生活的美麗奧祕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蕭羿滋譯 平裝 2

9789869218115 迎戰守則: 屬靈爭戰中的委身與裝備 葉光明作; 劉如菁譯 平裝 2

9789869218122 因著恩典: 找到自由,並清除你生命中的律法主義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410 澄心,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Focusing解說讀本 王銀賜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北靈糧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251 快樂一生孝: 時間的味道 陳櫻慧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829 42帖藥: 屬天醫治與神聖健康的藥方 曹力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2929 Taiwan 101 volume one Richard Saunders[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8942936 Taiwan 101 volume two Richard Saunders[著]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824 遇見白鷺鷥 看見溫柔的力量: <>公共藝術節專輯. 2015黃浩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804 華嚴學講義 賢度法師編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關渡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國際社區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快樂一生慈善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526 靈山勝境關渡宮: 行動導覽手冊 陳奕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526 靈山勝境關渡宮: 行動導覽手冊 陳奕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47763 行天宮列聖寶經. 一: 五聖恩主經 財團法人臺北行天宮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2847770 呂帝心經 財團法人臺北行天宮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001 蛹蝶 詠蝶 擁蝶 母佑幼兒園行政團隊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26001 蛹蝶 詠蝶 擁蝶 母佑幼兒園行政團隊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934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年報. 2015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443 大教王文化: 入流普賢四篇 徹聖上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3450 正行法要 徹聖阿闍黎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徹聖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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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佑幼兒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天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945 慈悲的法流 葛印卡(S.N.Goenka)著; 財團法人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譯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290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422 當立法者及執法者違法時 郭清江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828 決戰2°C,由我開始!: 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作品集. 2016郭柏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915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成立70週年系列活動專輯陳傳宗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420 透視大陸商業銀行: 大陸商銀業務創新與監管 王儷容, 沈中華, 王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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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臺灣內觀禪修基金會



9789863990451 遺產及贈與稅之理論與實務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468 基礎銀行實務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482 金融數位力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499 翻轉吧!臺灣經濟 梁國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512 銀行授信法規及實務: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2016年版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529 銀行授信實務. 2016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536 銀行授信法規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581 金融市場與商品: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598 財務報表分析: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611 記帳(O/A)交易與財務規劃探討(含Factoring) 葉清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680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6年版林崇漢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7917 風華再現 仁海宮: 財團法人桃園縣中壢仁海宮190周年紀念吳藍功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217 上主是天上人間的主: 以賽亞書1-39章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224 上主是權能與慈愛的牧者: 以賽亞書40-66章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279 Reformation 500: 改革不息,微光不熄 黃以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309 愛的奇蹟 宋泉盛著; 林晚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316 給上帝空間 馬約翰著; 蘇美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7330 教會禮拜與聖禮典手冊暨解說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信仰教制與法規委員會編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桃縣中壢仁海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4693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使徒行傳 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880 現代政經趨勢分析 林建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456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463 同心合意實行神命定之路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470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500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524 聖經的中心與人生的中心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562 為着召會享受耶穌的人性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138 營建物價綠建材專刊. 第三輯 李佳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727 先民的老厝 陳心平等繪畫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谷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聖經公會



9789869167727 先民的老厝 陳心平等繪畫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809 自從你來了 陳立容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113 淨化人心 行願菩提(中越對照) 釋果如等作; 高君和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4987 成佛之道三部曲 釋心道作 三版 精裝 1

9789868301818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004 海棠花開 梁蘊如原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41011 掌朝儀傳 黯然銷魂蛋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41028 叮!今夜哪裡有鬼 黯然銷混蛋 平裝 1

9789869341042 強依醫生 紀展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哲學與文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悅閱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癌症希望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山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412 哲學大辭書 哲學大辭書編審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340 完美甜點的10個關鍵 蔡佳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357 小和尚教您不糾結: 53個放下的練習 李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364 長腿叔叔 琴.韋伯斯特作; 趙永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371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2, 貝多芬 迎夏生漫畫; 黃瀞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388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1, 愛迪生 吉田健二漫畫; 黃瀞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395 一代商王. 卷7, 實誠奠定萬世業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401 一代商王. 卷8, 出其不意奪天機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418 我的第一本橄欖油食譜書 歐芙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449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3, 挑戰!萊特兄弟(實現人類翱翔天空的夢想)Takahashi Mamoru漫畫; 黃瀞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456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 4, 毅力!居禮夫人(第一位女性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化學雙得主)小林可多入漫畫; 黃瀞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463 筆尖溫度 筆尖溫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494 孩子的問題都該認真回答!家庭必備的科學小百科(自然與生活科技)卡洛琳.昆策(Karolin Kuntzel)作; 張淑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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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524 致婚姻中狂翻白眼的時刻: 女人必修的兩性學分,陳安儀犀利開課!陳安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531 綠領建築師教你設計好房子 綠領建築師培訓工作坊專業講師群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527 走近佛教 佛恩居士編輯 二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5888312 一半凡夫一半佛 淨宗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50 透視色彩設計思維論文集 呂裕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36 色澗代: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畢業展作品年鑑. 105級張金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5967 國際大學拍片運動. 2016第四屆 曾惠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601 蛇髮女妖 小酒井不木作; 黃鈞浩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18 戀愛都是談出來的 姬城雪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25 夢鬼 蘭都二郎作; 黃瑾瑜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819 鹿港龍山寺彩繪圖集 陳仕賢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2568 大學轉學英文試題詳解. 95-102 黃浩然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12582 大學轉學英文分類總整理 黃浩然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鹿水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偉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火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



9789866512650 大學轉學英文歷屆試題解析 陳仲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704 微積分轉學考歷屆試題. 88-104年 王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728 電子學 柯名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112 穿越我的大腦 酪梨圖; 野澤碧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397 GIS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2016 方耀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380 創意思考與實例演練 翟本瑞, 周惠那, 陳淑慧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445 妙法抄經本: 心經.三十五佛懺悔文.拔濟苦難陀羅尼經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6091476 法王教你做菩薩: 噶瑪巴<>釋論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作; 堪布丹傑英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6091483 帶你回家: 藏傳佛法前行修持指導 詠給明就仁波切(Yongey Mingyur Rinpoche), 海倫特寇福(Helen Tworkov)作; 釋妙琳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490 恰美山居法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 張福成譯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6091506 佛陀標準時間: 讓當下的無限可能覺醒 舒雅達(Lama Surya Das)著; 項慧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513 雪域達摩: 聖者帕當巴桑傑的傳記與教言 大衛默克(David Molk), 喇嘛次仁旺都仁波切英譯; 霍博雅中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強心臟戰鬥力女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地理資訊中心



9789866091520 愛與微細身 措尼仁波切作; 臺灣分陀利迦翻譯小組, 施心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537 慈悲喜捨每一天: 讓愛無限延伸的365種修練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544 見即解脫: 尊聖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傳記與教言報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551 赤裸直觀當下心: <>釋論 帝洛巴大師根本頌; 那洛巴大師口述; 第37任直貢澈贊法王釋論; 張福成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568 上師之師: 歷代大寶法王噶瑪巴的轉世傳奇 勉東倉巴仁波切, 八蚌欽哲仁波切, 堪千創古仁波切原著;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比丘尼洛卓拉嫫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575 直指明光心: <>釋論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作; 施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582 愛的六字真言 第15世噶瑪巴.卡恰多傑, 第17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 第1世蔣貢康楚仁波切著; 妙融法師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1599 見即解脫: 尊聖的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傳記與教言報恩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1605 斷法: 眾喜之園與施身法釋論 天噶仁波切(Tenga Rinpoche)作; 金吉祥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612 禪修墊上的美好時光: 噶千仁波切教你禪修「止觀」與「生圓」噶千仁波切(Garchen Rinpoche)作; 霍博雅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3223 愛因斯坦自選集: 對於這個世界,我這樣想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著; 郭兆林, 周念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46 知識臺灣: 臺灣理論的可能性 陳瑞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21 柯慶明論文學 柯慶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45 總統的人馬: 2名記者、700天追蹤: 水門案調查報導經典原著巴柏.伍德沃德(Bob Woodward), 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著; 楊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69 風中的花朵: 閣樓裡的小花. 2 V.C.安德魯絲(V.C. Andrews)著; 鄭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76 蜘蛛女之吻(40週年紀念修訂版) 曼努維爾.波伊格(Manuel Puig)著; 紀大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83 不完美的正義: 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 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著; 王秋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06 黃昏裡的男孩 余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513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 任韶堂(Dan Jurafsky)著; 游卉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20 守望者 哈波.李(Harper Lee)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37 梅岡城故事 哈波.李(Harper Lee)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44 美字進化論 李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51 想像之城: 與二十三位經典人物穿越柏林五百年羅里.麥克林(Rory MacLean)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68 老生 賈平凹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麥田



9789863443575 走向荒野 桐野夏生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82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夏.瓦茲蒙德(Shaa Wasmund)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599 生命的追尋之旅: 如何在平凡的生命中找到真正的幸福?!奧修(OSHO)著; Sevi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12 擂台旁邊 林育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509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哈維.考克斯(Harvey Cox)著; 郭騰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608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一0五級畢業專刊: 深覺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一0五級畢業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1872 交大壹貳零。敬.我們的美好時光。: 交通大學雙甲子校慶紀念文集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889 音樂與存在知覺: 論德國當代作曲家拉亨曼的音樂與美學宋育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896 半導體製程概論 施敏.梅凱瑞原作; 林鴻志譯 增訂二版 平裝 2

9789866301902 跨界思維: 臺灣與全球客家的政策對話 張維安, 陶振超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919 神經網路與教育: 學習的藝術 楊振寰著; 陳柏儒等編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537 從困境中奮起: 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 呂正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工設系畢展籌備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啟示



9789866116544 有故事的人: 張永山院士回憶錄 蔣榮玉採訪撰稿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16551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 第二冊 西田幾多郎著; 黃文宏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568 三四園閑話 王天戈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90190 發現日本: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2016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成果報告書宋硯之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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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1527 南山叢話 阮德達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541 臺灣產業的轉型與創新 陳添枝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565 青天無處不同霞: 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 徐聖心著 再版 平裝 2

9789863501572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 林偉盛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1589 電光影裏斬春風: 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張崑將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596 楚辭補注 (宋)洪興祖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602 蔡明亮與緩慢電影 林松輝著; 譚以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619 寧靜致遠的舵手: 孫震校長口述歷史 孫震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626 四書章句集注 (宋)朱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633 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 永續發展的智慧 孫震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640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Moral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Henry Rosemont Jr., Roger T. Ames[著] 精裝 2

9789863501657 漂泊與越境: 兩岸文化人的移動 黃英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664 周易王韓注 (魏)王弼, (晉)韓康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718 周易本義 (宋)朱熹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8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南一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10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 陳秀鳳等撰稿 初版 精裝 2

9789865624118 另一種凝視: 師大七十 林政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18 另一種凝視: 師大七十 林政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25 師大與臺灣教育 周愚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25 師大與臺灣教育 周愚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32 師大與臺灣國學 鍾宗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32 師大與臺灣國學 鍾宗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49 師大與臺灣美術 黃進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49 師大與臺灣美術 黃進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56 師大與臺灣體育 林玫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56 師大與臺灣體育 林玫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63 師大與臺灣音樂 楊艾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4163 師大與臺灣音樂 楊艾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4170 師大與華僑教育 蔡雅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70 師大與華僑教育 蔡雅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87 師大風雲人物 黃兆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87 師大風雲人物 黃兆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94 看見師大校園 洪致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194 看見師大校園 洪致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200 師大生態地圖 王震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200 師大生態地圖 王震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293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曹銳勤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淡大

師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088 哲學經典選讀 王志銘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262 淡江建築: TKU architecture document. 2014-2016 淡江大學建築系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5608279 歐盟貿易政策新趨勢 陳麗娟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170 話說淡江 陳小雀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255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教學、文化與翻譯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林盛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187 淡江建築畢業設計專刊. 48屆 吳立緯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217 兩岸國際企業與商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蔡政言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5608224 經濟倫理研究. 2015: 30年來臺灣社經發展經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西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472 這樣的房子不安全!實例解密: 結構達人教你鑑定出房屋真相曾慶正, 張惠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0803 你的房子結構安全嗎?: 地震不用怕!專業技師教你安心購屋100問曾慶正, 張惠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810 巧克力的祕密: 巴黎甜品聖手賈克.傑農工作坊的美味探索方基.阿拉康著; 蔡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834 戀戀花漾: 打造心中最獨特的美麗花園 蕾拉.杜麗(Leila Du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858 恢復好視力,完全不費力!: 不用工具,只要提升血液循環、按摩指甲,在家就能輕鬆改善、立即見效!本部千博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865 大人女子隨心所欲週末旅手帖: 日本古建築、鐵道、美食、老街ERI NAKADA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872 自行車幻想之旅: 駛向世界的盡頭 江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499 職場日語看過來: 健行職場實用日語. 商學院篇 吳黎明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9789866212505 職場日語看過來: 健行職場實用日語. 工學院篇 吳黎明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475 光電與智慧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賴世榮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740 ACT實務工作者手冊: CBT及ACT的結合 約瑟夫.西亞諾契(Joseph V. Ciarrochi), 安.貝莉(Ann Bailey)作; 張本聖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757 在關係中,讓愛流動: 華人家庭關係的評估與修復趙文滔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健行科大



9789576938771 我生氣,但我更爭氣! 曾柏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788 一次的力量: 含攝華人文化觀點的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王智弘, 楊淳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01 穩步.慢行: 自閉症孩子的生活、溝通、學習 莎莉.羅傑斯(Sally J. Rogers), 潔拉汀.道森(Geraldine Dawson), 羅莉.維斯瑪拉(Laurie A. Vismara)著; 張美惠, 姜忠信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749 百喻經: 洞悉方圓處事的行事法則 李鳳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56 王族守靈夜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63 道德經: 老子道德文化的真理 李鳳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70 來自汪星的你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87 蛇淚 周俊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94 奶貓褓姆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600 同心賜福一甲子麻豆代天府重建六十週年慶沿革誌李正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9731 聊得有品味 亞歷山大.封.笙堡(Alexander von Schonburg)著; 闕旭玲譯 平裝 1

9789864770076 靜心寫心經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83 我是現代遊牧媽媽: 橫跨三洲,旅居八國,搬家十六次,最全球化的異國教養紀事梅莉莎.戴頓.布拉德福(Melissa Dalton Bradford)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51 哈佛慶應最受歡迎的實用談判學 田村次朗, 隅田浩司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68 失控的心理學: 心理學如何成為賺錢的產業、當代的信仰?彥斯.柏格曼(Jens Bergmann)著; 鄭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68 失控的心理學: 心理學如何成為賺錢的產業、當代的信仰?彥斯.柏格曼(Jens Bergmann)著; 鄭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麻豆代天府管委會



9789864770175 孩子,原來你這麼棒 安得魯.傅勒(Andrew Fuller)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82 P53: 破解癌症密碼的基因 蘇.阿姆斯壯(Sue Armstrong)著; 方淑惠, 蕭秀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29 跟莎士比亞學創作: 連好萊塢金牌編劇都搶著學的20個說故事密技JM伊佛森(J. M. Evenson)著; 蕭秀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43 魔鬼面具. II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250 無頭鬼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267 魔鬼夏令營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274 隨手: 資源回收玩創意,生活中實踐環保和美學 蘇偉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81 國考就要考這一類組: 財稅行政必勝祕訣 涂敏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98 瓶漬魔法. 2: 封藏春夏秋冬美味的罐裝常備菜 小寺宮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11 快樂是最強大的選擇 麗姿.維拉斯奎茲(Lizzie Velasquez)著; 陳雅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28 讓角色活起來!最強漫畫故事講座 田中裕久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35 史實新發現,博覽日本史 河合敦著; 張家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42 為什麼粉絲都不理我?: 不花廣告費的內容行銷實戰手冊丹.諾里斯(Dan Norris)著; 李立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59 侯麗芳的一萬個春天 侯麗芳口述; 胡瀞云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66 人類的宗教: 泰戈爾論文集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 曾育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73 為什麼我們最幸福?: 從冰島到墨西哥等13個國度,找到人生的幸福絕對值麥珂.凡.登.布姆(Maike van den Boom)著; 黃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80 傷心農場: 從印尼到墨西哥,一段直擊動物生活實況的震撼之旅索妮亞.法樂琪(Sonia Faruqi)著; 范堯寬,曹嬿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97 B2B銷售勝經 亞倫.羅斯(Aaron Ross)著; 雲翻譯團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403 肌筋膜健身 羅伯特.施萊普(Robert Schleip), 約翰娜.拜爾(Johanna Bayer)著; 呂以榮, 劉彬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410 冷湖魔咒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言襄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427 海綿怪客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芳智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434 千萬別睡著!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441 棉花糖的誘惑: 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看自制力. 尤阿希姆.鮑爾(Joachim Bauer)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458 跟著閒妻玩巴西: 里約x聖保羅 上山下海Let's go!謝如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26 植物比你想的更聰明: 植物智能的探索之旅 司特凡諾.曼庫索(Stefano Mancuso), 阿歷珊德拉.維歐拉(Alessandre Viola)著; 謝孟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33 你不知道的六弄咖啡館 吳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88 用心智圖法開發孩子的左右腦: 教出富有創意、思考力和學習力的小孩王心怡, 孫易新著 平裝 1

9789864770601 離開後留下的東西: 遺物整理師從逝者背影領悟到的生命意義金璽別著; 蕭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649 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 紐倫堡審判以來犯罪心理研究的演變喬爾.汀斯戴爾(Joel Dimsdale)著; 張馨方, 李之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17 Dr.小志志圖解健康醫學 白映俞, 劉育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48 人生最有價值的事,是發現自己在重複 章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55 以肺為宗: 跟科學加學養肺自救,做好體內環保抗老化王唯工, 王晉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8598 會計學複習講義. III 陳奕如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8611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628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635 C語言程式設計 李啟龍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642 進擊數學C統測複習講義 王睿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659 進擊數學B統測複習講義 林鴻鳴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666 會計事務乙級檢定學科試題練習本 劉美君, 徐細娟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673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680 計算機概論高分總複習 李駿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697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703 會計事物資訊項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710 會計事物資訊項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四版 其他 1

9789865868727 丙檢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734 Arduino初學指引 廖秀慧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741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檢術科超易通 喬傑翔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8758 會資丙檢術科超易通(報表大全) 喬傑翔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8765 會計學考前衝刺 徐美玲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8772 丙檢檢定(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啟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097 屠夫渡口 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作; 馬耀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301 在黑洞中我看見自己的眼睛 徐珮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76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29976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29976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1冊 2

9789869299770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居士講述 平裝 第12冊 2

9789869299787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23485 不要告訴別人 Susie Linn文; Erika Meza圖 精裝 1

9789861823492 城市貓咪 Susie Linn文; Lindsay Dale圖 精裝 1

9789861823508 紅蘿蔔湯 Oakley Graham文; Erika Meza圖 精裝 1

9789861823515 貓和狗 Helen Oswald文; Zoe Waring圖 精裝 1

9789861823522 十二個公主 Oakley Graham改寫; Natalie Smillie圖 精裝 1

9789861823539 小小雞 Oakley Graham改寫; Kimberley Barnes圖 精裝 1

9789861823546 母雞的尋蛋之旅 Emma Levey文圖 精裝 1

9789861823553 母雞送寶寶回家 Emma Levey文圖 精裝 1

9789861823560 非常吵的狐狸 Amy Husband文圖 精裝 1

9789861823577 絨毛兔 Margery Williams文; Gareth Llewhellin圖 精裝 1

9789861823584 彼得的小石頭 Cherie Zamazing文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啟思文化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9789861823591 小灰驢 Nicole Snitselaar文; Coralie Saudo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0833 親手做超營養狗狗鮮食: 完整收錄四大類群,共61種適合狗狗的食材大典 即翻即找、選對好食材、吃出好健康!須崎恭彥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63 開始遊法國說法語(中.法.英三語版) 張一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52 The Body Book: 飢餓法則、力量科學,與愛上自己神奇身體的方法Cameron Diaz, Sandra Bark作; 郭珍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69 相信自己很棒 珍.辛塞羅(Jen Sincero)著; 吳湘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83 馬上了解中東與伊斯蘭世界 宮崎正勝作; 楊斐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20 親手做健康貓飯: 針對不同症狀與目的之愛貓營養百科!須崎恭彥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44 圖解盆栽技法 時崎厚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75 大自然嬉遊記 洪瓊君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205 人生動力療法: 改變命運的心靈手術 黃鼎殷, 黃麗觀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12 性.愛.經濟學 瑪莉娜.雅德謝德(Marina Adshade)著; 好色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29 臺灣民間故事. 1: 媽祖林默娘 鄭宗弦著; 曹泰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43 回春整體術 大庭史榔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67 超入門圖解智慧機器人 瀨戸文美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74 老後生活心事典 佐藤眞一作;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98 心智圖讀書術 大岩俊之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04 男性的性功能與保健 黃一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35 光彩閃耀的甲蟲圖鑑 丸山宗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42 打不倒的勇氣: 阿德勒教你戰勝生活的8大習慣 岩井俊憲作;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59 親手做健康狗鮮食: 針對不同症狀與目的之愛犬飲食百科!須崎恭彥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66 圖解臺灣廟宇傳奇故事: 聽!郭老師臺灣廟口說故事郭喜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73 想懷孕就懷孕: 最新生殖醫學,破解不孕關鍵 賴宗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380 撒種人 保羅.佛萊希曼(Paul Fleischman)著; 李敏昭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31397 自體免疫戰爭: 126個難解疾病之謎與革命性預防唐娜.傑克森.中澤(Donna Jackson Nakazawa)著; 劉又菘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晨星



9789864431403 第一次養刺蝟 Toposuke著; 魏敏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10 眼腦直映快讀法: 一個月讀50本書的關鍵技巧 胡雅茹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27 體能訓練圖解全書 國際運動醫療科學研究所監修; 蕭珮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41 臺灣老屋散策: 穿街走巷人文慢旅 張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58 圖繪彰化文學家 陳世強著; 施佳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65 為了華格納.行走半個地球 蘇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96 人生沒有如果,堅持就有好結果 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19 猶太人交涉術 矢部正秋著; 游婷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26 起床馬上刷牙,一生不生病: 最新口腔護理保健術長野志津男著;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33 人生光明面 諾曼.文生.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著; 謝麗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540 狗狗和我一樣幸福: 這輩子,我們要一直一直在一起馮云, 我們好好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64 爺爺大逃亡: 上青天,上青天,開飛機遠走高飛 大衛.威廉(David Walliams)著; 東尼.羅斯(Tony Ross)繪; 謝雅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71 無人機起飛: 從軍事任務到民用空拍,無人機的未來與創新應用保羅.蓋耳蒙培茲(Paul Guermonprez)著; 謝孟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88 一個人的美好日常小關卡: 讓自己每天充滿幹勁的108個秘密上大岡留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18 第五波: 現在,人類已進入「創新社會」 莊淇銘, 莊雅惠, 莊錦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00 圖解臺灣鐵道世紀 李欽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759 白話世說新語 學萌教育工作室主編 平裝 1

9789869309226 世說新語精粹 學萌教育工作室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509 對我說Told to Me: 孫惠玲詩歌創作集 孫惠玲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梅迪奇古典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8829 順暢力: 排便順暢小腹平、皮膚水潤精神好、正確飲食避腸癌郭立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973 一個人帶著英語去旅行! 都述文, 李藝璇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980 英文文法簡單到不行 曾韋婕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997 瘋玩韓國旅遊必備韓語會話1200句,用來用去都用這些!金雅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001 英文單字字首字根字尾,150大英單規則x高速記憶,拆來拆去就猜得到!張慈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3018 自律讓你更優秀: 職場進化 王啟榆著 增修三版 平裝 1

9789869313049 100%滿分命中奇蹟: 7000英文單字X文法+句型+片語許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3063 靠這本闖天下!英語會話王 張慈庭英語研發教學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3070 靠這本闖天下!英語閱讀王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3087 靠這本闖天下!英語單字王 張慈庭英語研發教學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508 做家事也能闖出一片天: 25位金牌達人的六心級精緻服務蔡韻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5050 TOP醫療在臺灣: SNQ認證專科醫療指南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4937 初學者西洋棋教室 徐家亮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醫策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商訊文化



9789573614944 從心理看管理 鍾振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51 人力自動化 曾仕強, 劉君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615002 水滸傳詩詞賞析 許澤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19 三國演義詩詞賞析 王永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26 西遊記詩詞賞析 施曉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33 紅樓夢詩詞賞析 趙宏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40 修身金言 吳冬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57 治家金言 蔣曉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64 處世金言 王光輝, 金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71 交友金言 孔蕙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088 經商金言 孔令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812 半素主義: 蔬食與肉的風味平衡: 英國名廚布林.威廉斯的風土食材事典布林.威廉斯(Bryn Williams), 凱伊.普朗琪特霍格(Kay Plunkett-Hogge)作; 游卉婷, 王心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29 蔬菜力。: 打造「零廚餘的廚房」! 效率使用、延長賞味期、節省伙食費,105道連外皮、根莖都毫不浪費的蔬菜料理。伯母直美作; 方嘉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36 牛肉完全料理事典: 跟著日本名店主廚學最好吃的牛肉料理!90道日式X義式X中式X韓式,從家常到宴客創意私房菜吉岡英尋等作; 許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43 豆腐完全料理事典:跟著日本名店主廚學最好吃的豆腐料理!116道日式X法式X中式X韓式,從家常到宴客創意私房菜笠原將弘等作; 許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50 雞肉完全料理事典: 跟著日本名店主廚學最好吃的雞肉料理!100道日式X義式X中式,從家常到宴客創意私房菜丹下輝之, 濱崎龍一, 五十嵐美幸作; 許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67 酪梨狂熱: 超營養、極美味、很簡單,從沙拉、丼飯、義大利麵、甜點到下酒菜的人氣食譜80+宮城尚史, 宮城香珠子作; 林奕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74 超完美地中海飲食指南: 全球最健康的飲食文化,0到100+歲都適用的家庭料理書安傑羅.奧古斯塔(Angelo Acquista), 羅莉.安.范德摩倫(Laurie Anne Vandermolen)作; 賀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6881 療癒木擺盤: 木盤、砧板這樣用!早午餐、午餐、晚餐、小酌、下午茶、派對的20個餐桌提案X73道暖心料理常常生活文創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645 振動療法: 揺さぶりケアで健康への第一步を! 簡志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常常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健康希望生物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032 地龍力. II 楊惠芳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7090 夢回青河 於梨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10 蒸發太平洋 莊秦著; 周文武貝故事原創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2973 應用知識管理系統於服務品質之改善技術報告(實務研發成果報告)陳思羽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490 新眼光讀經: 剛強的生命 姑目.荅芭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506 少年新眼光讀經: 先知的眼淚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201 北投二三三號公園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王鈺芬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傳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產業流通新聞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停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846 一個新人: 教會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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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41320 讀上淡大 翻轉人生: 名會計師的傳奇一生.羅森回憶錄羅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504 民主與法治的出路 劉昊洲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441528 人事行政學: 兼論現行考銓制度 許南雄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1441535 電影中的經典引述研究 吳珮慈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300 Woodball worl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508 唯識思想概觀 釋如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949 時間的空隙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著; 張茂芸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0956 說說你為什麼不該死 J. S.卡羅(J. S. Carol)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中道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木球總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9789869170956 說說你為什麼不該死 J. S.卡羅(J. S. Carol)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150 即刻救援. 國文閱讀篇 各校名師彙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019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大本. 民國106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26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06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33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06年 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129 全新! NEW TOEIC新多益單字大全 David Cho著; 許竹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150 用美國小孩的方法學英文 三志社英文研究會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40167 史上最強韓語動詞、形容詞 申賢貞, 李垠定著; Jo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174 全新!NEW GEPT全民英檢初級聽力&閱讀題庫解析郭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181 複製、替換、零失誤的英文E-mail 中川萬里, Patrick Kell, Janet Bunting著; 鄭佳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211 NEW TOPIK新韓檢中高級應考秘笈 金勛等作著; 認真,黃冠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28 全新!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題庫解析 郭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福堂曆書館



9789869147613 大人的戀愛 膝關節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47620 不測之人 陳育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637 陸上怪獸警報 唐澄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644 有沒有XXX的八卦 鄭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651 身體不知道 黃羊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675 蔣公會吃人? 唐澄暐原作; 活人拳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682 失語獸 潘家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14 沒有名字的世界 吳俞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14 沒有名字的世界 吳俞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07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作; 陳婉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21 百分百自由教戰手冊 鄭南榕基金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38 硬漢有時軟軟的 臥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45 護家盟不萌? 朱家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52 虛構的海 林達陽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637 神龍與皇冠 Pisces Member等文字撰寫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108 淨覺僧伽大學: 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臺灣分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歡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覺僧伽大學



9789869128629 3Q幼兒創新意 黃揚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8325 兩岸文化政策比較研究 沈中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402 斑斕日輝: 掌上明珠美術館收藏展 曾靜怡執行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625 林佳靜: 明信片作品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1505 司馬懿吃三國. 卷二, 滅曹大計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12 改變思緒,就能改變情緒全集: 別讓情緒「綁架」你的思緒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29 流過眼淚,笑容才會更甜美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36 斜陽 太宰治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43 我是陰陽師. 卷一, 陰市老鬼.五通邪神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50 做人要圓融,做事要寬容全集: 向對你不好的人學習寬容的生活智慧楚映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67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領導統御篇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74 唐朝絕對很邪乎全集: 聖唐天下.帝國終局 霧滿攔江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掌上明珠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才通創意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雁山



9789863891581 微笑惡魔. 4, 錯過*指尖漸失的溫度 魔女星火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598 正宗厚黑學講義大全集: 看穿醜陋人性的處世真經李宗吾原著; 公孫龍策編修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04 司馬懿吃三國. 卷三, 赤壁密謀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11 妖神譜. 卷二, 血族魅影.兇星入命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28 黃泉客棧. 1: 花妖.碟仙.斷頭人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35 黃泉客棧. 2: 鬼王.饕餮.賣頭女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42 我是陰陽師. 卷二, 斂魂凶廈.橫樑屍變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59 湘西邪術. 卷一, 邪靈魅影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66 崑崙鬼宮: 東周神仙鼎.崑崙不老泉 校騎中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73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一, 山雨欲來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80 貓飯奇妙物語. 1: 四姨生了個叉燒包 張寒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697 貓飯奇妙物語. 2: 皇上,你又偷肚兜 張寒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03 司馬懿吃三國. 卷四, 瞞騙天下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10 妖神譜. 卷三, 相柳地宮.刺客聯盟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27 感謝小人送給你的機運全集: 把小人變成貴仁的生存智慧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95 黃泉客棧. 5: 換臉.拾魂.冥靈蟲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01 黃泉客棧. 6: 許願.燭龍.斬妖刀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18 何必為了小事折磨自己全集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32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三, 辛亥革命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49 盜墓異聞錄. 卷二, 黑苗蠱獸.九骨妖塔 謝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56 先有好心情,才會遇到好事情 楚映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63 換個說法,就能改變對方的想法 王照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70 砲灰魔女要修仙. 卷一, 抱對大腿是成功的一半 小刀郡主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87 砲灰魔女要修仙. 卷二, 地府一日遊,開團囉！ 小刀郡主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94 我是陰陽師. 卷五, 黃巢之劍.全面交鋒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07 司馬懿吃三國. 卷七, 機關算盡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14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四: 爭逐天下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21 摸金校尉. 卷一: 冥王鬼塚.霧隱迷城 西秦邪少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228 改變態度就會幸福全集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35 用幽默的方法,說出你的看法全集: 用幽默心情搞定那些惱人的事情文彥博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9293242 折磨你的人,就是你的貴人: 培養自己接受挑戰的勇氣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59 用幽默代替沉默全集. 人際EQ篇 塞德娜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97 不要讓心情做決定全集: 不用情緒解決問題,才能化阻力為助力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8015 媽祖頌歌與沈光文研究 龔顯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881 影像的秘密 李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547 別拿家人出氣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554 讓孩子把話說完 蒙謹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561 這些字,原來都有關係. 天地動植物篇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578 這些字,原來都有關係. 生活器物篇 邱昭瑜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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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善化區慶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普天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513 新版氣壓控制理論與實務 林錫麟, 李聲謙, 許自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20 氣壓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科試題與詳解 李聲謙, 林錫麟, 許自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37 保健食品概論 鄭清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44 新版氣壓控制理論與實務 林錫麟, 李聲謙, 許自宏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814 朱勝麒正宗通書 朱勝麒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6457 會計學概要 陳佳宜, 黃計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495 觀光暨休閒人力資源管理: 節慶與活動和賽會為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指引黃金柱, 黃榮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518 旅館管理概論: 全方位餐旅管理基礎 吳勉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525 休閒遊憩概論: 休閒遊憩管理者成功指引 黃金柱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532 鑑湖五脈臨床特效藥全集 高瑛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563 觀光行政與法規 邱長光, 蕭仕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6570 銀行經營與創業投資 張麗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587 建國科技大學推動教師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白宏堯, 湯美玲, 陳健麟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傑尼爾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富立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4

復文圖書



9789865872816 童畫心世界: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師生共同創作繪本特輯. 四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編輯小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164 深海樹 仔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03171 穿著長靴的貓 陳玟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05 戀之精靈 米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5298 抱抱勾勾手 賴霈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6301 海中蝶 林彥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16 瘋媽祖 戴珮容, 呂盈臻, 楊孟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23 東寧記. 上 王元勻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47 淨愛高山 羅敬邦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54 彩虹魚 呂盈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61 守光人 張馨云, 王品慧, 陳俞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85 好芋感 呂盈臻, 戴珮容, 楊孟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06 樂蛋號 王苡倫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13 牧場號 王苡倫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20 美味號 王苡倫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37 培根誌: 找回土地與人的關係. 2,彰化王功 王立俞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44 培根誌: 找回土地與人的關係. 1,雲林虎尾 王立俞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51 培根誌: 找回土地與人的關係. 3,南埔 王立俞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75 黑黑的二樓好可怕 劉婕妤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82 多彩的小鎮 高孜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730 跟著好行 微旅行 石永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747 三峽玩藝: 藍染 陳翎軒, 何季瑋, 王怡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754 三峽玩藝: 打鐵 陳翎軒, 何季瑋, 王怡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761 三峽玩藝: 金工 陳翎軒, 何季瑋, 王怡蘋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生數位科技



9789869248778 三峽玩藝: 琉璃 陳翎軒, 何季瑋, 王怡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785 回溫城市: 回溫 謝佳軒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8792 回溫城市: 升溫 謝佳軒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00 回溫城市: 保溫 謝佳軒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17 回溫城市: 逆溫 謝佳軒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24 回溫城市: 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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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096369 新手老闆的會計工具書: 從會計報表中學管理 謝春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5258 客食昇揚: 客家飲食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 賴守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6558 思念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高清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特輯高玉琴, 高國慶, 高國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3430 照顧服務手冊 財團法人愚人之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編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年社會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稅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各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2829 九州自助超簡單 Cindy, Lina Chen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836 玩英國,簡單5步驟 但敏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850 日本中部北陸玩全祕笈 森津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867 跟蛀牙魔鬼說BYE BYE: 兒童牙醫在我家 杜佩珊文; 簡德瑄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874 東京百選親子GO!大小朋友Fun心樂遊趣 就媽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881 印度,Holy Cow我的媽啊! 琵雅諾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219 我的學佛因緣與分享 增修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517 幽默的力量: 以詼諧的形態表現美感的生活智慧周志宏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36630 一棵樹能長青不老: 是因它堅持將根向深處努力地伸展金躍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36647 取捨: 選擇是一種智慧,放棄是一種福氣 唐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36654 父母教育孩子時經常犯的一些錯誤 華子志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3992 成人內外科護理 于博芮等作 七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944012 成人內外科護理 于博芮等作 七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1944005 解剖學 游祥明等作 四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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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杏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善因緣文殊學會



9789861944029 翻轉醫院評鑑: 以病人為焦點之查證方式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036 化學: 基礎概念與應用 Charles H. Corwin作; 吳玉琛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043 公共衛生學 許怡欣等作 五版 精裝 1

9789861944050 生理學 樓迎統等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1944067 概念圖: 護理之應用 金繼春, 林淑媛, 柯薰貴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074 醫護檢驗手冊 林清江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081 手術全期安全: 醫、護、病三方防護指南 趙子傑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098 專案管理: 臨床實務寫作指引 陳彩鳳, 莊昭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111 關懷與溝通: 護理專業的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李選, 張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128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照護 鄭淑貞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248 準航空人員進修成長手冊 江俞葳, 劉平空姐學園教學研發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134 忘恩負義,才是做人的美德 張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271 客戶不想說的真心話,才是你的成交密碼 張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158 頭髮軟而密的人最肯花錢?! 張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848 傾城毒姬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286824 大神,笑一下嘛 雲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普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言館文化



9789869286831 王不見王. 3, 虎符令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855 愛上兩個他 唯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862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86879 八寶妝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6886 八寶妝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25325 逢君正當時 汀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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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9243 四季風華: 于傳騏彩墨精選集 于傳騏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580 老子的話,非思不可: 老子要教孩子的事 李子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597 媽咪請聽我說: 傾聽孩子的「話中話」 歐曉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610 我的孩子愛生氣怎辦?這樣教,孩子情緒不失控 張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627 子曰:有教無類: 論語要教孩子的事 李子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634 抱緊那個愛你的孩子 林立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658 抓住文法句型,翻譯寫作就通了 何維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0465 學寫一手好字: 三字經硬筆習字帖 [雅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部企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472 學寫一手好字: 千字文硬筆習字帖 [雅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部企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489 這樣做發麵 趙柏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陽明山堂



9789865760496 時尚手作甜點 魏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02 透心涼四季甜品 魏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6744 珣珣上學去! 珣珣媽媽口述; 師瑞德採訪.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768 跑步傷害醫療書: 針灸＋肌力效貼布=最有效的處理運動傷害處理王凱平、張乃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17 一本讀懂內分泌運作機制 王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48 智慧書: 西班牙哲人葛拉西安的智慧 巴爾塔沙, 葛拉西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62 金瓶梅菜傳說: 來!跟著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進入畫中,吃一場明代家宴張繼戰, 譚華, 呂建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79 妥瑞大小事: 妥瑞症的行為治療 薛常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86 不掉髮頭皮操: 早晚10分鐘,活化3000煩惱絲的祕訣!林宜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193 0負擔的照護: 給父母最體貼的幫助 許詩典, 連世昌, 李淑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01 湯粥這樣喝,最好: 養生食療四季湯方 張曄, 左小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18 日日好蔬食: 餐桌上的營養書 禕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25 飛呀!飛呀!慢飛兒: 身心障礙者自立就業之路 慢飛兒庇護工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49 多多益膳: 神農也稱讚的超簡單藥膳 陳柏儒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4904 科技管理與創新 何財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593 商用書信英文 周玉江原著; 王瑞琪, 施雪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609 市場調查 梁世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647 中文閱讀與寫作 鄭建忠, 諶湛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715 國際企業管理: 理論與實務 陳澤義, 劉祥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722 離散數學 顏重功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開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普林斯頓國際



9789865917739 會計學概論 鄭立仁, 王坤龍, 曹淑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746 國際貿易實務 袁漱萱, 王令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17753 統計學: SPSS與Excel之應用 應立志, 王萬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760 計算機概論 王亦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777 人際關係與溝通: 如何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傅清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784 心理學概論 劉玉華, 謝佳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791 計算機概論 丁國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807 計算機概論 徐志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814 供應鏈管理 侯君溥, 彭定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821 輕鬆學會計.基礎篇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838 創業管理 周瑛琪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845 作業管理 劉明德, 王士峰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17869 科技管理 葉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876 現代財務管理 謝德宗, 蔡合和, 吳靖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17906 國際禮儀: 打開全球視野 江政璋等合著; 林志鈞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913 悅讀生命與倫理的交響樂章 呂春明等編著; 朱介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947 化危機為轉機的55條應變策略 盧文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54 愛情戒律: 愛情裡不該做的20件事情 鄭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85 談判心理學: 人人都能成為談判高手 盛安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92 用人心理學: 用人管人100招 王來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08 一本完全讀懂命理風水的奧秘(圖解手相、面相、命理、解夢、風水600問)南宮雅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15 為什麼我們的決定常出錯: 哈佛教授的八堂行為心理學,讓你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韋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22 沈嶸教妳召喚幸福的77個魔法 沈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39 血型使用說明書: 從血型特質來掌控他人心理 孫靈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菁品文化



9789869255646 交涉的藝術: 哈佛商學院必修談判課 奕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53 跟任何人都能交朋友: 從99個細節做起 盛安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60 道行天下: 預見、判斷、變通的道家智慧 奕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77 一萬小時定律 張笑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84 天下第一心術: 王陽明心法 弘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691 不亂 奕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02 恰到好處的幸福: 奔跑在生活的桃花源 林萬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254 中華文化小百科. 四, 民俗風情 蔣曉薇, 胡芳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820 五分之二的意外 步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719 日本藥妝美研購. 2: 藥妝控必看!東京.奈良.北海道藥妝店爆買,一本全搞定!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26 慾望的邊界 巴勃羅.西莫內帝(Pablo Simonetti)著; 李家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33 歷史老師來不及教的幽默奇聞 劉繼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57 一代商聖胡雪巖的11個商賈奇謀 丁修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64 漫畫陰陽學之天圓地方 周春才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429 兔子和相機 楊卓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4436 母雞松鼠彈塗魚 楊卓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黑桃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華品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854 真實故事 麥可.芬克爾(Michael Finke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61 船上的男孩 丹尼爾.詹姆士.布朗(Daniel James Brow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78 手術刀下的年代: 被鋒利解剖的醫病關係 劉育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85 幸福暖心的禮物料理 楊正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92 影之光 賴芳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207 臺南旅職人: 阿春爸的府城旅式,紀錄執著之人x市集巷弄X老店傳承的日常美好阿春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214 我的好麻吉,讓我守護你! 昆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221 營養師的餐桌風景 吳映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238 60歲以後的人生整理學: 從此開始的42種放棄與提升轡田隆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245 心靈之旅舒壓著色畫: 陽光法國 李佾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472 聚焦興聞網 楊國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9489 樂學臺語加油站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496 臺詩謎一條龍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502 閩南語詞謎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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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940 江昀詩畫 圓樓意象: 客語詩畫冊 江秀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菜根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2213 KURAI.MUKIの手作包超級基本功2: 45個紙型全收錄!縫紉新手不NGの布包製作攻略Kurai, Muki作;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74 姚夜書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023081 姚夜書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023104 蝴窗夜談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11 Happy Life with Knit Doll妞媽&鉤織娃兒的幸福相本愛線妞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28 ShinnieのLove手作生活布調: 27款可愛感滿點の貼布縫小物collectionShinn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59 100%在家就可以簡單製作的抗菌手工皂: 大人和小孩都合用的抗菌手工皂.噴霧.紫草膏.洗手乳.家事清潔劑花蓮姐, 格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3166 Cotton friend手作誌: 輕涼夏意の人氣印花嚴選 高溫不敗の自然系手作服&布包穿搭特輯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73 求異: 以亮點思維解決問題,改變工作遊戲規則 張宏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80 米山MARIの手縫可愛人形偶 米山MARI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97 應龍祠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203 刺繡の手作美: 春夏秋冬の優雅書寫 簡易釘線繡VS綺麗抽紗繡日本ヴォ－グ社著; 洪鈺惠, 瞿中蓮,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10 極美訂製.時尚棒針花樣典藏集260款 志田瞳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27 Patchwork拼布教室: 手作人の夏季特輯!我的美日居家布置提案BOUTIQUE-SHA授權; 瞿中蓮, 周欣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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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1242 英語思維大突破: 激發職場成就與競爭力學習 張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259 房市日光大道: 張欣民老師談房論市 張欣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804 了無詩集 了無居士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納夢幻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9789868988828 大衛王詩選 大衛王原作; 龍門行者改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366 烏水溝 姚嘉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15 思光華梵講詞: 勞思光論哲學基本問題 勞思光講; 郭朝順, 林士華編註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820 運動人力資源管理 呂謙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837 國際禮儀: 全球化下的國際通行證 秦日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844 法律與人生 彭敍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851 早期療育 陳嘉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868 餐飲衛生與安全管理 傅安弘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590 衛生紙+. 32, 詩壇崩壞 鴻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御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梵大學勞思光研究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2589 逆轉人生: 變形的正義 王復蘇編著 平裝 1

9789868084957 抗衰老保健食品簡介 王復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704 翻轉線性代數 喻超凡, 喻超弘, 喻婕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606 初級第二外語教學之實踐報告: 以基礎日文課程為例平澤佳代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229 追尋的原鄉: 高雄溝坪平埔族公廨與太祖傳說 張二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328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王見川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57397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航運.商業.人物 松浦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27 臺灣六堆客家地區鸞堂與民間文化闡揚之研究 張二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533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航運.臺灣.漁業 松浦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564 作為他者的宗教: 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 孫江自選集孫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595 祖師的族譜: 明清白蓮教社會歷史調查之一 曹新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601 傳統中國生育禮俗中的性別控制 江達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618 臺灣現代詩的跨域研究 顧蕙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喻超凡數位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208 姐要美 妹要正: 名醫張秀勤教妳不老神話的秘密張秀勤, 于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259 生命教育的知、情、意、行 王秉豪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273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與行銷管理: 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陳德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303 學死生: 自我大智教化 鈕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310 兒童健康與安全 郭靜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327 人因工程學(精華版) 張一岑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334 高齡者身體活動設計與規劃 侯青雲等著; 洪大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173 EZ100高中基礎物理講義.二B下(全新103課綱) 湯烈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80 考前危機解密(英文科) 趙捷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97 精通高中生物總複習. 整理篇(103微調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精華版)施懿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203 精通高三選修生物精通(103微調課綱、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林元露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80210 精通高中生物總複習. 整理篇(103微調課綱、針對新教材、涵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施懿修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80227 考前危機解密(自然科) 林冠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234 隨身看公民嘿皮書 羅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241 學測考前大解密. 歷史科 季子欽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258 學測數學大解密. 上 林俊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265 字義、字音、成語、錯別字解說 林誠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272 學測數學大解密. 下 林俊成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逵文教科技

閒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揚智文化



9789864480289 精通高二應用生物精通: 103微調課綱.含括各版本.綜合總整理林元露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31564 重機旅遊實用技巧 枻出版社Riders Culb M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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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1215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專業人員講習訓練」課程教材A-7小時訓練課程張子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31222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專業人員講習訓練」課程教材B-4小時訓練課程張子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31239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專業人員講習訓練」課程教材C-40小時訓練課程張子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818 美麗工程(簡體字版) 林雅筑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825 Beauty engineering Amy L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255 蕭湘相法全集. 二, 手相體相之部 蕭湘居士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217279 六爻三大技法 黎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86 形家講堂: 非看不可 黃連池, 陳義霖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進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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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大營建工程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筑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菁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3752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769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73776 稅務會計: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 陳榮俊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7473783 審計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7473790 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7473806 管理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7473813 成本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880 臺北微醺小酒館 林才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38 日本人,你不累嗎? 那些日本人不說、卻都這麼做的社會潛規則mih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45 寫給妳你的情書 花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25 一雙慢跑鞋: 一年內完成42K馬拉松訓練計畫 高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49 色鉛筆風景繪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56 愛情市場學: 寫給80分女生,提升戀愛力的不敗思維老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70 混合、攪拌、冰起來!風行歐美的100道新手感冰淇淋不用冰淇機的超簡單冰箱甜點萊斯莉.畢德貝克(Leslie Bilderback)著; 高霈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87 Growth Hack這樣做: 打破銷售天花板,企業最搶手的成長駭客實戰特訓班Xdit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94 我的婚禮籌備日誌 漢娜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06 色鉛筆畫多肉: 69款最可愛的微型花園風景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20 一人份量剛剛好!66道每天都想吃的馬芬烤盤點心: 中西式甜鹹麵包X蛋糕X料理X小吃X塔派X冰品!魏可芬, 涂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37 沖繩上癮OKINAWAHOLIC: 奔向海灘秘境x南國度假，自助島旅上路！焦糖熱一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51 玩出台灣Way：50條精選行家玩法，假期小旅行立刻出發！吳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82 日常沙拉與宴客沙拉: 日本最難預約烹飪教室食尚法則,99道頂級擺盤x24款活用淋醬,不可思議的款待料理!佐藤紀子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4

証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607 集義祠誌 客居文史工作室編撰 平裝 1

9789869351607 集義祠誌 客居文史工作室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3157 地學形勢集 倪化南保合氏輯; 陳勒齋等鑒定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806 後來居上: 默想主耶穌的比喻 王恩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077 十年磨一劍 小魚書法 小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1346 廣成儀制禳關祭將全集 林東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346 廣成儀制禳關祭將全集 林東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353 清微正教水符天府贖罪元科.正一濟度施放水燈施食元科(合輯)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進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溪書坊

送存冊數共計：14

集義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458 食色 黃心健故事.構想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537 日本超人氣的Cosplay彩妝聖典 主婦之友インフォス情報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544 就是愛挑戰!最強的鐵人三頂訓練書 青山剛著; 余思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575 魅惑BL動漫繪製: 互動表現就從手腳開始 玄光社編;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582 大數據的另一章!資料分析3.0時代,靠分析讀懂你的客戶,讓企業贏得競爭優勢Bill Franks著; 張建輝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599 巴冷公主. 3, 七彩琉璃珠之謎 陳德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05 愛上簡筆畫: 一畫就可愛的色鉛筆小練習5000例. 生活篇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12 愛上簡筆畫: 一畫就可愛的色鉛筆小練習5000例. 應用篇飛樂鳥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0996 Photoshop平面設什實戰: 空間與建築合成精粹 尚存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009 VMware vSphere效能調校 Prasenjit Sarkar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016 Unity 5.x遊戲開發實戰: 掌握第一線專業關鍵技術羅盛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023 Excel 2013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030 Minecraft的新魔法: 打破虛擬沙盒世界的界限 Martin O'Hanlon, David Whale著; 中文Minecraft Wiki翻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047 菲絲恩教你學會Python 健康資訊工程實驗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1061 改變世界的力量: 臺灣物聯網大商機 裴有恆, 陳冠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078 計算機概論: 數位傳真 胡昭民作 九版 平裝 1

9789864341085 JavaScript資料結構及演算法實作 Loiane Groner著; 孫曉博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博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9789864341092 Python程式設計實務 何敏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108 Essential Scrum中文版: 敏捷開發經典 Kenneth S. Rubin著; 阮聖潔, 胡重威, 黃柏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115 我的第一台口袋VR眼鏡看影片X玩遊戲一機搞定博碩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122 成為一流的前端工程師: 打造專業的UX網站 彭其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1139 EVERNOTE最強活用術: 你Never Know的147個實用筆記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153 多媒體概論 鄭苑鳳, 吳燦銘作 七版 其他 1

9789864341160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 胡昭民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41177 水滴架站什麼都賣: 用Drupal打造我的網路商城 陳琨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191 Hyper-V最佳實踐: 快速建置虛擬化解決方案 Benedict Berger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207 Android高效入門深度學習: 使用Android Studio 2開發Android 6.0 APP湯秉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214 Linux Shell程式設計實力養成: 225個實務關鍵技巧徹底詳解酆士昌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221 自己的貼圖自己賣: Line原創貼圖的角色經濟學!吳宜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245 Java SE7/8 OCAJP專業認證指南: 擬真試題實戰 曾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447 嗯嗯出來了 Kim Miae撰文; Kim Byeongnam插畫; 陳婷婷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61 律動英文歌 YeaRimDang撰文; YooGyeonghwa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78 呼嚕嚕睡覺囉 Choi Eungyu撰文; Go Sunjeo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85 洗刷洗刷咕嚕咕嚕 Doe Hee撰文; Kim Jandi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054492 我的朋友阿諾 Jegyun Park撰文; Yongho Jo繪圖; 陳朝卿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123907 我的朋友阿諾 Jegyun Park撰文; Yongho Jo繪圖; 陳朝卿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123914 我不再害怕 Jegyun Park撰文; Yongho Jo繪圖; 陳朝卿譯 精裝 1

9789869123921 尋寶遊戲: 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 Soojin Lee作; Yongho Jo繪; 陳朝卿譯 精裝 1

9789869123938 超市遊戲有聲書 Samsung Publishing Editorial Team撰文;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123945 說話遊戲Baby Phone Chaekmajung撰文; Yoon Sunghe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123952 英語遊戲有聲書 Samsung Publishing Editorial Team撰文; Shin, Youjin, Design繪圖; 李潔茹翻譯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華碩文化科技



9789869270038 動物們 Sin Yeon Mi撰文; Sebastien Brau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45 交通工具 Cha Bo Guem撰文; Yi Reun Bo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52 恐龍 Jung En Mi撰文; Yi Reun Bo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69 生日派對 Cha Bo Guem撰文; Kin Hyu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76 公主 Jung En Mi撰文; Coralie Vallageas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83 數字 Yoon Sung He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90 小木偶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Yi Reun Bo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04 小紅帽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Jung Se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11 大野狼與七隻小羊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Kim So Yo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精裝 1

9789869285728 灰姑娘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Lee Ju Ye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35 傑克與魔豆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Kim Min J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42 白雪公主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Jung Ha Ji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59 三隻小豬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Hye Ky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66 醜小鴨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Song Su J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73 睡美人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Kang Yun Ju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80 人魚公主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Park Je He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797 阿拉丁與神燈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Rno Eun J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03 拇指公主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Park Ji A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10 賣火柴的女孩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Honh Ji Hy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27 糖果屋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Kook Jo Se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精裝 1

9789869285834 不來梅樂隊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Sonh Hyo J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精裝 1

9789869285841 彼得潘 Samsung Publishing Co.,Ltd撰文; Jang Min J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355 生產管理(完整版) 翁田山著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6939 小小孩的大大書: 生命的成長 霍金斯伯斯坦文; S.Stock圖像公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16946 小小孩的大大書: 美麗的蛻變 霍金斯伯斯坦文; S.Stock圖像公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16953 小小孩的大大書: 來玩躲貓貓 霍金斯伯斯坦文; S.Stock圖像公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16960 小小孩的大大書: 恐龍大事記 霍金斯伯斯坦文; S.Stock圖像公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7216984 忙碌的熊爸爸 李美華文; 張山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216991 憂愁的獾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04 一個微笑 張晉霖文; 張山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11 農場裡的小公雞 張晉霖文; 黃子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35 勇敢的企鵝小王子《無私與互愛的精神》 白豐鈿原文編撰; Keneth Aiken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42 珍貴的友誼《友情與夢想的實現》 詹琇玲原文編撰; Steven Weaver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59 快樂的小麻雀《快樂生活,平安是福》 張漢銓原文編撰; Helen Morrison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66 討厭游泳的小鴨子《尋找自己的價值》 詹琇玲原文編撰; Sheila Johnson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73 喜歡惡作劇的小老虎《設身處地位他人著想》 潘慧芬原文編撰; Sheila Johnson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80 誰的羽毛最漂亮《面對現實,勇於認錯》 詹琇玲原文編撰; Sheila Johnson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097 粗魯的小暴龍《主動溝通的誠意》 潘慧芬原文編撰; Lisa Mcgill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103 米格魯想回家《智慧與勇氣的學習》 張漢銓原文編撰; Roberto Jones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110 豬小弟在哪裏《培養專注力與責任感》 詹琇玲原文編撰; Simon Figaro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127 愛罵人的黃金鼠《生活與品格的學習》 呂淑婉原文編撰; Roberto Jones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141 森林裡的快樂精靈: 金絲猴 黃子忍圖文; 李美華改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158 跌落人間的大玩偶: 大熊貓 黃子忍圖文; 李美華改寫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6165 我天生就帶著防備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172 我慢慢地長大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189 有禮貌的寶寶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196 珍惜糧食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02 我們是南極紳士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福圖書



9789865646219 小小夢想家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26 雲朵的奧秘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33 我愛爸爸媽媽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373 Arduino程式教學. 顯示模組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80 Arduino程式教學. 顯示模組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97 Arduino程式教學. 語音模組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03 Arduino程式教學. 語音模組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10 Arduino程式教學. 基本語法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27 Arduino程式教學. 基本語法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34 Arduino程式教學. 溫溼度模組篇(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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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4038 靜淨鏡境: 心-思之旅葉勝輝牛樟芝藝術美學作品葉勝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61555 Play sing and learn book. B Beat, Catherine Eisele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562 Play sing and learn book. 2 Beat, Catherine Eisele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5061579 Play sing and learn book. 4 Beat, Catherine Eisele作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撒琳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勝輝生物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414 甦醒: 生活中你所不知的神靈作為. 2 陳文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844 通往知識的祕徑: 通識課程理念與教學實務 通識在線雜誌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9859 搞懂好命好運好風水一生受用 春之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866 我的生活趣味化學知識 雅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873 菜鳥靈魂回收員 未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430 半路上 陳舜臣作; 林琪禎,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709 認識流行音樂. 國民中學7-8年級 文化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7716 認識流行音樂. 國民中學7-8年級. 教師手冊 文化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詠聯文創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學堂文化

甦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600 亞瑟康普畫作集 陳碧真, 林美伸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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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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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7345 臺灣第一女總統與小英語錄: 小英的故事續集 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52 黨產追追追 楊士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69 臺灣司法迫害血淚史: 十個黨國司法體制冤案寫真葉柏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412 城市新亮點. 2: 住文旅 賞美味 林玉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70450 身體技術作為工夫實踐: 六0至九0年代臺灣現代劇場的修「身」葉根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450 身體技術作為工夫實踐: 六0至九0年代臺灣現代劇場的修「身」葉根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學術

景薰樓藝術集團333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費邊社文創



9789864470327 結構化腦力激盪術: KJ法在現場科學及TTQS的應用黃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334 幼教課程模式 陳淑琦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70341 翠湖映月 鄭詠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358 學生創造力發展 潘裕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396 日常疼痛控制 陳文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70402 邁向成功老化: 體弱高齡者運動 Elizabeth Best-Martini, Kim A. Jones-DiGenova作; 蔡忠昌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419 知我歷史,劃我未來: 前進我的生涯路 陳麗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426 赤崁行: 第一部以臺灣荷據時期為背景的長篇歷史小說張之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433 幼兒園教材教法 顏士程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70440 自閉症及其他特殊需求孩子家長的職能治療指引: 動作技能、感覺統合、如廁訓練等之實用策略Cara Koscinski作; 曹純瓊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004 進行試「視覺思潮」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游岳隆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907 亞洲土雞王: 凱馨創辦人鄧進得的奮鬥人生 陳培英, 李心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732 手寫易經 李強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凱馨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巖經絡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詠騰科技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702 請站在感性的盡頭 姜信長, 黃仁源著; 王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19 說話 林鋒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26 養肝就是養命 張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33 鬼谷子人生經營謀略學 趙雅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40 地獄變 芥川龍之介著; 沈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57 吃點粗糧全家更健康 胡維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64 小王子(中英文版) 聖.修伯里著; 楊玉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71 人脈 麥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88 老人與海 海明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795 讓人生更加圓融的易經 盧志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11 鬼谷子靈活應變處世學 鬼谷子原典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28 其實,幸福一直都存在 林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35 正向思考 陸京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6892 娘子不是吃素的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08 王爺掌中寶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15 嫁進富貴窩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22 餵養大律師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39 嚴選孩子爸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46 初戀英雄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53 家有廚房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60 家有財婦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77 家有醫閨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984 我們離婚了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月文化



9789862886991 稱職的沖喜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04 租一個老公 凌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11 千金上賊床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28 妖孽級竹馬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35 壁咚小笨妞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42 人妻有閨怨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59 無三不成婚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66 財妻帶種逃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73 相爺房中樂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80 王爺來侍寢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097 萬歲不早朝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03 醉後當貴婦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10 接管花上司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27 細作ㄚ鬟 鐘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392 鈞媽零失敗副食品美味副食品 鈞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415 愛你,讓我變得更勇敢! 馮順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572 妙用墊肩作の37個軟Q波奇包: 2片墊肩→1個包,最簡便的防撞設計!化妝包.3C包最佳選擇!BOUTIQUE-SHA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89 開心玩黏土!MARUGO彩色多肉植物日記. 2: 懶人派經典多肉植物&盆組小花園丸子(MARUG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96 非玩「布」可!挑喜歡的布,作自己的包: 60個簡單&實用的基本款人氣包&布小物,開始學布作的60個新手練習本橋よしえ作;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807 一學就會の立體浮雕刺繡可愛圖案集: Stumpwork基礎實作: 填充物+懸浮式技巧全圖解公開!アトリエ Fil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手作



9789869328814 HOBBYRA HOBBYRE x My Doll Friend NINA娃娃の服裝設計80+: 獻給娃媽們-享受換裝、造型、扮演故事的手作遊戲HOBBYRA HOBBYRE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821 輕便出門剛剛好の人氣斜背包 BOUTIQUE-SHA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1331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護理行政 林素戎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49313 捷運招考: 捷運國文(公文) 寧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20 捷運招考: 職業安全衛生法 張福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37 桃園捷運招考: 門市經營與行政管理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44 桃園捷運招考: 桃園捷運專業法規強化精編 鼎文書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51 桃園捷運招考: 大眾捷運概論 鼎文書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68 桃園捷運招考: 勞安衛相關法令 鼎文書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75 自來水評價人員題庫制霸(共同科目四合一) 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382 門市經營與行政管理組申論題題庫全輯 羅吉特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405 捷運國文 寧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429 事務管理(含概要與大意) 文淵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436 最強圖解鐵路法(含概要與大意)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443 警專乙組歷屆試題.極速破解 邢政道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450 金石大字典 張騫等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京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文



9789577054821 全球在地化視野下中國寒地生態村鎮的景觀規劃設計吳綱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821 全球在地化視野下中國寒地生態村鎮的景觀規劃設計吳綱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054999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019 超精解!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技術士檢定學科隨身本劉仕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033 簡單搞懂建築材料 喜入時生著; 邱榮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040 高普考建築工程營建法規 Wei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057 室內裝修木作施工常用大樣 鐘友待, 鐘仁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064 防水查漏獨講堂 張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071 混凝土產製統計品管 賴瑞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088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謝仰泰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970 (彩圖版)圖解史記的故事 王正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87 自助遊一本GO!玩遍泰國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94 懂得說話,30秒內和任何人都聊得來 古藤柚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00 自助遊一本GO!玩遍法國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17 (彩圖版)圖解四書五經 方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24 自助遊一本就GO!東京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628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作]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9196635 全球行銷貿易人才認證題庫 臺北市外貿行銷專案經理人協會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文創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5837 絳帳千秋: 黃友棣教授-樂教人生 楊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0961 天上人間 永結同心: 問世間情是何物: 六論羅密歐與茱麗葉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78 聲相定榮衰:未卜先知: 兼聽: 生天本自生天業 未必求仙便得仙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85 上將高明相術口訣: 21天:失業不要怕 動動腦一定有辦法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92 點石成金點金成鑚: 下半場的勝出 取決於中場的及時調整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05 旺夫益子富貴三代: 女相: 塵土加水煉成金 女人是水泥做的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12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男相: 度盡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29 手面相宮位格局: 世上沒有隨便的工作 成功是用目標鋪成的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36 塔木德經(1) Talmud:巴菲特必讀方向書 穆連恩(Robert Mulraine)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911043 錢財不被七家所共有: 消費者要看到才相信 執行長相信就會發生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50 人像禽獸形松下幸之助: 我等俱是人 面雖醜而心良 身雖夯而性善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67 頭面十字首席分析師: 不要將時間浪費在與工作無關的事情上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74 白手起家大富翁: 摩根的做與不做: 薪水族有六個40懊惱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81 民法的城堡與審判: 這一刻SOP: 威尼斯商人與磨坊主人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098 尋找果陀的投資人: 金銀島: 到底誰是夜壺?誰又利用夜壺?波林(Gregory Po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04 改變面相的祕法: 杯與碟之爭: 怎樣的人最可能成為人生贏家?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11 增廣昔時賢文眾生相: 信天翁: 慆慢者不能研精 險躁者難以理性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28 木桶定律李伯大夢: 4P與4C: 天生我材必有用 四種能力出富翁柯尼蒂(Sean Cornett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35 五行氣色開運術: 只有一個人像朝聖者愛妳臉上痛苦的皺紋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42 祕傳面相口訣: 望鄉: 青鳥止語積福德 人有三種不可說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59 巴比倫首富12準則: 日月季年的現金流力量大 舉起自己變名流白思豪(Scott Blas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66 富爸爸窮爸爸9種: 愛與動亂像戰爭: 容易開始,不容易結束!赫曼(Timo Herrmann)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史子集

新文壇雜誌



9789863911173 孔子血型是O型的: 霸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80 孫子兵法人相學: 人脈: 人的一生都會碰到兩三次的大好機會隰平生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197 莎士比亞說什麼: 當存在的極為不合理 當合理的即將不存在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125 拳影百年高道生: 紀念高道生宗師百歲誕辰國術名家演武大會林昌湘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114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43121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43138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43145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43152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43169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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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8454 龍朝大都 BARZ Jr.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38461 星耀學園 御村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38478 退休的勇者們 霖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8485 魔法婚約 不理不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38492 Companion: 伴星 張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民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037 無錫與江浙名城: 歷史影像數位彩色復原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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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1766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黃安正, 張忠義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428 幾丁質幾丁聚醣暨生醫材料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6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7316 堅持.無悔: 七十自述 陳若曦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112 春風化雨 拾穗傳薪: 趙小寶師生展專輯 趙小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湖畔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生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地文化藝術

送存冊數共計：5

新世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母醫專



9789868280830 臺灣彭坤炎、哈爾濱張翔得當代藝術聯展. 2015彭坤炎, 張翔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078 心經精髓 阿含行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085 胡肇台建築風水實踐案例 胡肇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58092 般若波羅蜜多經講義 圓瑛大師著述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108 陽宅風水指南. 2016 胡肇台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115 日常消災科儀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122 元始天尊說神農五穀真經(國語注音) 二版三刷 其他 1

9789577858146 觀世音菩薩大救苦經;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153 太上三元三品寶懺(國語注音) 一版二刷 其他 1

9789577858160 論語講話 李泗滄述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177 大般涅槃經(新校本)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圓本子編校 1版 精裝 1

9789577858184 易卦占卜一學就會: 快速學會易經六十四卦占卜祕笈薛允通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207 亡靈溝通卡使用說明 謝幸儒作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214 飛星紫微斗數<>: 生活化的斗數四化精華 梁若瑜著 1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32 呼召成為聖潔: 從聖經的一個觀點 歐斯沃(John N. Oswalt); 胡加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440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茱莉亞.薩爾達(Júlia Sardà)圖; 朱浩一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聖光神學院



9789869293457 治癒力: 訓練大腦治療身體,改善免疫系統,從此脫胎換骨喬.馬琴(Jo Marchant)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464 沒有人教過的料理祕訣 有元葉子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471 艾瑪的記憶之書 艾瑪.雷耶斯(Emma Reyes)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488 我讓你走 克萊爾.麥金塔(Clare Mackintosh)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495 稻妻小路的貓 平出隆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8181 減重後,這些疾病都消失了: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奇蹟劉博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198 圖解.樹木的診斷與治療 堀大才, 岩谷美苗著; 楊淳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204 綠色魔法學校: 傻瓜兵團打造零碳綠建築 林憲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211 千里步道,環島慢行: 一生一定要走一段的土地之旅周聖心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228 來自空中的殺手: 別讓電磁波謀殺你的健康 陳文雄, 陳世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235 魯凱族: 多情的巴嫩姑娘 奧威尼.卡露斯故事採集; 伊誕.巴瓦瓦隆繪圖; 文魯彬英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242 阿美族: 巨人阿里嘎該 馬耀.基朗故事採集; 林順道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259 排灣族: 巴里的紅眼睛 亞榮隆.撒可努故事採集; 見維巴里繪圖; 文魯彬英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266 賽夏族: 巴斯達隘傳說 潘秋榮故事採集; 賴英澤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273 邵族: 日月潭的長髮精怪 簡史朗故事採集; 陳俊傑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273 邵族: 日月潭的長髮精怪 簡史朗故事採集; 陳俊傑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280 卑南族: 神祕的月形石柱 林志興故事採集; 陳建年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297 鄒族: 復仇的山豬 巴穌亞.迪亞卡納故事採集; 阿伐伊.尤于伐那繪圖; 文魯彬英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303 布農族: 與月亮的約定 杜石鑾故事採集; 陳景生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303 布農族: 與月亮的約定 杜石鑾故事採集; 陳景生繪圖; 文魯彬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310 泰雅族: 彩虹橋的審判 里慕伊.阿紀故事採集; 瑁瑁.瑪邵繪圖; 文魯彬英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6968327 達悟族: 飛魚之神 希南.巴娜妲燕故事採集; 席.傑勒吉藍繪圖; 文魯彬英譯二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5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自然主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701 普化十方願力之光. 2016: 信.願.行主題燈展專輯釋演愔, 蔣孟如撰稿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352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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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10677 甜點教父河田勝彥的完美配方 河田勝彥作; 沙子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0769 海盜女王 皆川博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010783 人體循環健康筆記 片平悅子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90 「二菜一湯」幸福餐桌 松本忠子等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06 NICO NICO玩創經營築夢哲學 川上量生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13 魔法巧克力創意新菜單 株式会社明治監修;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20 不失敗!超慵懶手掌園藝 榛原昭矢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37 頂尖甜點師的甜餡塔私藏作 旭屋出版書籍編集部編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44 疾如風職場成功行動學 坂本幸藏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51 世界絕美橋樑蒐藏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68 世界絕美階梯蒐藏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75 近未來&最新步兵裝備圖解檔案 大久保義信, 齋木伸生, あかぎひろゆき作; 劉蕙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82 精湛圖說!日本戰城的構造與歷史 萩原さちこ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899 跟著季節走,繪出英式懷舊小插畫 坂本奈緒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05 大師如何設計: 光與風的森林系住宅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X-knowledge Co., Ltd.)作; 黃正由, 高詹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12 素描+水彩什麼都能畫的技術秘訣 倉前朋子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圓光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技網路科技



9789864010929 新鮮冷壓蔬果汁: 10種營養素在這杯! 岩本惠美子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36 嘲笑的淑女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43 不良姿勢調整計劃書 石井直方監修;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50 人氣吧臺師 創意飲品MENU 永瀨正人編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81 陪你寫字: 目標!工整清晰手寫字 瑞昇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0998 用味噌小丸子 沖泡一碗湯 藤本智子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18 德川四天王 川村真二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25 薔薇忌 皆川博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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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4758 觀玉見喜: 上海玉展紀念專輯 皮楚榮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809 臺灣跨性別前史: 醫療、風俗誌與亞際遭逢 陳薇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9714 詩語飛揚. 2, 花的祕徑 歐麗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523 臺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6. 中文標準版 張世宗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雷舍商務鑑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跨性別倡議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明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聖典企業



9789869200530 臺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6. 國際標準版 張世宗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505 新店碧潭臨水宮順天聖母.列位神尊簡介 吳德齡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335 唐宋題畫詩及其流韻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54 臺灣五0年代小說家的成長書寫(1950-1969) 戴華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22 柳園聯語 楊君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39 好花祇向美人開 胡爾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53 北宋的外戚與政治 黃純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60 陸游史傳散文探論: 以<>為例 簡彥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77 多元新文化,跨域創新機: 臺灣新銳學者的人文新視界孫劍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84 雲外樓詩詞集 關應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91 中文閱讀策略研究: 以<>「文術論」為理論視域楊曉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13 江河的奔向: 席慕蓉詩學論集. II 陳靜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20 詩經文藝 呂珍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37 舞穗: 古亭青年文藝獎五週年精華集 楊維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37 舞穗: 古亭青年文藝獎五週年精華集 楊維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44 振葉尋根: 澳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 張偉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51 踏破荊棘,締造桂冠: 王白淵文學研究論集 蕭蕭, 謝瑞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68 <>兩種譯本對照之研究(全彩版) 果濱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075 <>白話語譯詳解(無經文版) 果濱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082 <>原文暨白話語譯之研究(全彩版) 果濱撰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店碧潭臨水宮



9789864780099 <>圖表暨註解之研究 果濱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105 <>五十陰魔原文暨白話語譯之研究(全彩版) 果濱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112 兒童文學論文集: 圖像.文創.女性研究的多元視野黃愛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29 賴惠川竹枝詞研究: 以<>、<>為主要線索 歐純純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0136 焦循毛詩補疏探究 劉玉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43 聽我說易經 廖慶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74 黃帝內經中和思想研究 方滿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81 國文語法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楊如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98 陰陽雙螺旋互動論: 以「0一二多」層次邏輯系統作通貫觀察陳滿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750 活水.慈濟臺灣 中文期刊部慈濟史編撰小組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767 跨越.慈濟大陸 經典雜誌,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774 廣庇.慈濟國際 經典雜誌,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798 「坐」看雲起 劉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804 亮麗人生 在青春啟航: 慈大附中慈濟人文教材專書(高中部)慈濟人文領域教師群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725 父母的保存期限,只有10年: 隨孩子,樂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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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9004 新臺客 黃子欽策畫.訪談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經典雜誌



9789869309011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富蘭納瑞.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著; 仲召明譯 精裝 1

9789869309028 散步在傳奇裡 果子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89590 英語寫作超強特訓 Craig Sorenson著; 蘇有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3968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6093975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6093982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6093999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9328708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4冊 1

9789869328715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9328722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6冊 1

9789869328739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7冊 1

9789869328746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8冊 1

9789869328753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9冊 1

9789866093876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28760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20冊 1

9789866093883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093890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093906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6093913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6093920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迪生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音有聲



9789866093937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6093944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6093951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南普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三版 其他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061 水墨世代與多重軌跡 吳繼濤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586 接受你的期待成空: 走出愛情、工作與生活的期待落空不適症,將生命的煤灰轉化為鑽石克麗絲汀.哈斯勒(Christine Hassler)著; 謝明憲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203593 讀心術一學就上手: 人類最自然有效的溝通方法,教你解讀訊息,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心意連結理查.韋斯特(Richard Webster)著; 范章廷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0443 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實務導向與本土個案實例 戴國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188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2016(103-104年試題)張皓, 祝裕, 姜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190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熱力學). 2016(100-104年試題)李祥, 姜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2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 2016(103-104年試題)祝裕, 姜伯, 莊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010 試題大補帖: 通訊系統. 2016(100-104年試題) 項揚,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02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 2016(100-104年試題)李祥, 張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1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用). 2016(99-104年試題)林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212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16(103-104年試題)張逸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094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共同科目)國文、法學緒論、英文. 2016(104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242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理 林文興, 林坤層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鼎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0

新思惟人文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9789863451396 個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2140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乙). 2016(100-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57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 2016(100-104年試題)李祥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64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人資類). 2016(100-104年試題)李祥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7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 2016(100-104年試題)林偉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8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 2016(101-104年試題)林偉, 張逸, 劉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195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資訊類). 2016(100-104年試題)李祥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201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政風類)共同+專業. 2016(100-104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21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 2016(99-104年試題)劉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2232 提綱挈領學統計 張翔, 廖崇智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2249 懸命消防 廖茂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2256 工程數學寫真祕笈 周易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2263 流體力學新傳 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227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 2016(102-104年試題)吳鋼, 楊智, 林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28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 2016(100-104年試題)林偉, 吳鋼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294 大國政治與強制外交 蔡明彥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300 就業服務人員乙級學術科檢定勝典(含歷屆試題)謝廷豪, 賴慧萍, 黃皇凱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52317 JAVA程式語言設計初探 卓立正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2331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 2017(103-105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348 管理學英文選擇題精選(含英文翻譯) 趙敏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355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類). 2017(103-105年試題)陳澤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386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資訊處理類). 2017(103-105年試題)林偉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409 最佳力學武器: 動力學 張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423 最佳力學武器: 材料力學 張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430 高普特考講重點計算機概論 劉逸, 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447 細說統計(嚴選試題.詳盡解說) 楚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492 教育統計 高明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2539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一般行政類). 2017(100-105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5452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光電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6羅玉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904 快樂數學王F(簡體字版) 吳奇雋主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351 我好,你就好! 咖啡因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368 韓流綜藝大進擊: Running man全方位360度大解析匯展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375 哇尻.好翹!李冠儀超完美魔鬼美尻密訓 李冠儀, 楊孟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7399 BTS防彈少年團: 永遠為音樂而戰,最火熱&直率的花樣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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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335803 幻紙魔法師 夏莉.荷伯格(Charlie Nicholes Holmberg)著; 林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03 幻紙魔法師 夏莉.荷伯格(Charlie Nicholes Holmberg)著; 林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10 孤獨的美食家. 2 久住昌之作; 谷口治郎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10 孤獨的美食家. 2 久住昌之作; 谷口治郎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34 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吳媛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841 幻紙魔法師. 2, 猜心謎鏡 夏莉.荷伯格(Charlie Nicholes Holmberg)著; 林零譯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聖約翰科大



9789861335858 紫色大稻埕: 繁華之夢的時光旅圖 三立電視, 青睞影視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865 蜷曲的日子也是我的人生 金蘭都著;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872 幻紙魔法師. 3, 與愛締約 夏莉.荷伯格(Charlie Nicholes Holmberg)著; 林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72 幻紙魔法師. 3, 與愛締約 夏莉.荷伯格(Charlie Nicholes Holmberg)著; 林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89 至味在人間 陳曉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89 至味在人間 陳曉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896 烏蘭巴托在遠方 陳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35896 烏蘭巴托在遠方 陳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419 暴力的文化史: 院士自污 國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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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1371 村上海賊的女兒 和田竜作; 劉格安,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771388 村上海賊的女兒 和田竜作; 劉格安,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771395 怪可愛!yukky的插畫手帳 yukky作; 石學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32 暢銷書潛規則 李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87 姥姥說 倪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94 背包客: 九州 昭文社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00 背包客: 名古屋 昭文社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17 咖啡秘方: 嚴選商用級咖啡、飲品特調指南 韓國咖啡產業振興研究院作; 魏嘉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24 皮革工藝. vol.30, 休閒風男士皮夾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31 怪怪可愛風療癒系塗鴉本 みぞぐちともや作; 亞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48 京都手工帖 暮らす旅舍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新高地



9789863771555 手槍&步槍戰鬥姿勢繪製特集 ARMS Magazine編輯部作; 張玫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49 硬派健身: 高強度間歇運動教戰手冊 斌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62 製麵神器: 製麵機生麵食譜研究室! 村田裕子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579 大阪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昭文社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09 塗鴉研究室 可愛人像大進擊! りゃんよ作; 張端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16 征服30K!驚人的3軸長跑攻略 鈴木清和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30 新手爸媽的育兒大百科. 1: 從懷孕到生產 安達知子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47 日本名城解剖圖鑑 中川武監修; 米澤貴紀執筆;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54 背包客: 四国 昭文社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61 色鉛筆動物園 竹永繪里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78 二手衣物、紙袋再利用!手作性格托特包 玄光社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85 典藏鋼筆 鋼筆選購x鑑賞指南 玄光社作; 張玫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692 黑白畫技: 代針筆手繪攻略 杉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08 甜點藝術家!夢幻系糖霜餅乾 KUNIKA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15 奇幻世界藝術&RPG地圖繪製講座 JARED BLANDO作; 丁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22 KANAHEI的春夏秋冬塗鴉小學堂 KANAHEI作; 喬郁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46 成為王牌投手!棒球投球基本技術 正村公弘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53 板類運動再進化: 衝浪、滑雪、滑板預備姿勢訓練法三枝獎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60 青春列車 小路幸也作; 林馡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244 社會設計觀點與造形創作研究: PIXIE小精靈香菇餅乾包裝視覺設計作品集陳明瑜等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萬能科大商設系



9789869242035 紫雲論斗數星曜賦性 沈澄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42042 斗數卦理應用 紫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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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5156 遊戲設計的有趣理論 Raph Koster原著; 褚曉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966 輕鬆說英語: 旅館英語看圖就會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著; 張雅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73 輕鬆說英語: 職場必備!這樣說訂單馬上來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著; 徐楷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97 英文速成班 文法30天輕鬆搞定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著; 吳侑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000 輕鬆說英語: 用200組簡答句晉身會話高手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著; 徐楷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017 輕鬆說英語: 100個話題跟老外聊不停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著; 張雅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161 輕鬆說英語: 生活英語超Easy 黃璐著; 吳侑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192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級檢定術科練功坊: 分錄練習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369 MOS Outlook 2013國際認證應考教材(官方授權教材)黃國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451 PADS Layout電路板設計實作入門 許焜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468 使用者故事對照 Jeff Patton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59 讓響應式(RWD)網頁設計變簡單: Bootstrap開發速成呂國泰, 何昇隆, 曾偉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734 化不可能為真實的Photoshop大師級夢幻合成術 Bret Malley原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765 使用WordPress架站的12堂課: 網域申請x架設x佈景主題x廣告申請張傑克, 何敏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802 經營管理與財務分析: Excel建模活用範例集 程翔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819 Python 3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Dusty Phillips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987 大數據分析Excel Power BI全方位應用 謝邦昌, 宋龍華, 陳妙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022 LINE@行動行銷: 邁向百萬星級店家 劉滄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060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適用Illustrator/Photoshop/Indesign解題)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091 最新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60121 用Google Blogger打造響應式網站X LINE@生活圈實戰,行動商務也Easy!劉克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152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術科 劉政鑫, 王嘉鴻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碁峰資訊



9789864760169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胡秋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176 讓世界變方便的科技魔法: 為什麼Google這麼厲害、手機可以導航、網路可以看影片V. Anton Spraul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183 Python x Arduino物聯網整合開發實戰 Pratik Desai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06 一次學會Revit MEP 2016綜合應用 倪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13 React Native學習手冊 Bonnie Eisenman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20 立即有用!Photoshop跨平臺網頁設計實用工作術鷹野雅弘等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37 Visual C#2015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44 測試驅動開發: 使用Python Harry J. W. Percival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51 CCNP Routing and Switching ROUTE 300-101專業認證手冊Kevin Wallace原著; 呂昆鴻, 邵子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268 資料科學的商業運用 Foster Provost, Tom Fawcett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75 App Inventor 2魔法APP設計創意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329 3ds Max 2016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婉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336 HTML5與CSS3響應式網頁設計 Ben Frain原著; 李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343 快快樂樂學威力導演14: 影片/MV剪輯活用情報特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350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7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367 圖解PADS電路板設計專業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林義楠, 李智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374 網路行銷與創新商務服務: 雲端商務和物聯網個案集陳瑞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0381 Access 2016嚴選教材!資料庫建立.管理.應用 楊世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398 跟我學Excel VBA(適用2016/2013) 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428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6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435 寫給財會人員看的Excel秘技書 恆盛杰資訊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442 網頁設計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陳源謙,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459 Word論文與報告寫作實務(Office 2016適用) 王仲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473 專題製作 ezgo開發團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497 你所不知道的JS: 範疇與Closures,this與物件原型Kyle Simpson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03 ASP.NET4.6網頁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C#2015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10 菜單設計 龐仁傑, 賴政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27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指南 Y. Daniel Liang著; 蔡明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34 C++程式設計 張耀仁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0541 餐飲安全與衛生 龐仁傑, 賴政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58 顧客關係管理應用與認證 劉文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565 Office 2016觀光休旅必備應用實例 旅行家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589 Wireshark網路分析技術 林沛滿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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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602 用Autodesk 123D Design玩出3D設計大未來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619 中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6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626 New TOEIC 900分必備: 多益都考這3000個單字 黃長淵, 金志昱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633 TQC+AutoCAD 2017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640 網路架設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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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664 新手素描完全指南: 人物、靜物、動物、場景、寫實&奇幻手繪神技3dtotal Publishing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671 平面設計吸引力: 美國革新派教父Chip Kidd讓設計更有魅力的秘密!Chip Kidd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688 適應式網頁設計: 運用漸進增強的觀點提升使用者體驗Aaron Gustafson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695 圖解!大數據下必學的統計基礎 楊軼莘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701 朵麗的人氣百變色鉛筆練習本 朵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718 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 朱海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725 不再聽不懂!圖解網站建置與開發 松村慎等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732 實戰SEO第三版: 60天讓網站流量增加20倍 ZAC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756 Excel VBA基礎必修課 張志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763 資訊科技概論: 含Office 2013應用 楊榮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0770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787 建構微服務: 設計細微化的系統 Sam Newman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794 Minecraft玩家終極攻略 Stephen O'Brien原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800 Docker錦囊妙計 Sebastien Goasguen原著; 鄭淳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817 Nikon自動對焦系統: 準焦的秘密 Mike Hagen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824 Visual C# 2015程式設計16堂課 李啟龍著 其他 1



9789864760831 Swift初學特訓班: iOS App開發快速養成與實戰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848 Office 2016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0855 Raspberry Pi超炫專案與完全實戰 柯博文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862 Arduino自走車最佳入門與應用: 打造輪型機器人輕鬆學楊明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879 簡單畫生活: 用素描、色鉛筆、水彩遇見幸福 李淑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886 MATLAB程式設計. 入門篇 張智星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0893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最新Android Studio開發實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4760909 中老年人快樂學Facebook+LINE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916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專題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0923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 5、CSS 3、JavaScript、RWD、jQuery Mobile陳惠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930 商業管理概論暨認證: BMCB商業管理基礎知能認證指定教材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954 Keynote關鍵報告: 活用Mac、iPad玩簡報 林稚蓉, 黃祺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961 鄉民到底在想什麼?: 網路輿情分析術 王蘭成原著; 陳佳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978 Kubernetes使用指南 龔正等原著; 鄭淳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985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特訓教材 張志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012 Visual C# 2015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029 Office觀光休旅必備應用實例 旅行家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036 跟我學Excel VBA: 從入門變高手(適用2016/2013)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043 PADS Layout電路板設計實作入門 許焜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050 Minecraft超級建築這樣蓋! 今井三太郎, 非竜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067 TQC+ Flash動畫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Flash CC吳玄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074 LibreOffice辦公室應用秘笈 蔡凱如, 孫賜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142 甜點女王的丙級圖解烘培食品技能檢定術科: 麵包、西點蛋糕賴曉梅, 楊弘志, 鄭羽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159 網路行銷與創新商務服務: 雲端商務和物聯網個案集陳瑞陽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1166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7 陳惠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173 圖解PADS電路板設計專業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林義楠, 李智強作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761180 TQC+編排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InDesign CC 謝健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197 TQC雲端技術及網路服務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1227 生活科技應用網路概論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1234 一次學會Revit Structure 2016綜合應用 倪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258 VR虛擬實境學習手冊: 為桌面應用、網頁、行動裝置打造身臨其境的體驗Tony Parisi原著；徐瑞珠譯 平裝 1

9789864761265 Python3.5技術手冊 林信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449 Canon Speedlite閃燈終極玩家指南 Syl Arena原著; 胡為君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1463 C++程式設計 張耀仁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1470 CCNP Routing and Switching ROUTE 300-101專業認證手冊Kevin Wallace原著; 呂昆鴻, 邵子卿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487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Google超極限應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1494 電子商務概論與前瞻 朱海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586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專題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1593 Nikon創意閃燈系統終極使用手冊 Alan Hess原著; 若揚其譯 其他 1

9789864761609 ASP.NET4.6網頁程式設計: 使用C# 陳惠貞作 其他 1

9789864761616 網頁設計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陳源謙, 林文恭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4761623 3ds Max 2016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展現邱聰倚, 姚家琦, 黃婷琪作 其他 1

9789864761630 網路架設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4761777 Raspberry Pi專案製作: 物聯網、機器人、圖像辨識Samarth Shah作; 江良志譯 其他 1

9789864761784 VMware vSphere疑難雜症排除手冊 顧武雄作 其他 1

9789864761791 用Autodesk 123D Design玩出3D設計大未來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1852 資訊科技概論: 含Office 2013應用 楊榮文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1869 Metasploitable: 白帽駭客新兵訓練營 陳明照著 其他 1

9789864761876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 5、CSS 3、JavaScript、RWD、jQuery Mobile陳惠貞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1883 Python 3.5技術手冊 林信良著 其他 1

9789864761890 快快樂樂學威力導演14: 影片/MV剪輯活用情報特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626 傳度: 我們對道教應有的認識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28

道教總廟三清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648 超倍速52"背"單字 蔡沂霖, 劉鼎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648 超倍速52"背"單字 蔡沂霖, 劉鼎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3302 鐵口直斷相學大師的看相真訣 李鳳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3302 鐵口直斷相學大師的看相真訣 李鳳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39 新道學文字符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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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84362 We Sing We go Bonie Li[編] 其他 1

9789576084386 悠遊山林 曾錦元作 平裝 1

9789576084393 My face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409 My family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416 My toys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423 My color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430 My food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華文化



9789576084447 My school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522 我認識你喔: 高雄紫山獼猴的故事 詹敏敏文; 皮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539 快樂的滋味 兔子波西文; 賴馬圖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6084546 My body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553 My farm family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560 My 123 Bonie L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577 那些年,我和我的朋友們 郭聰田作 精裝 1

9789576084584 We Sing We go. 2 Bonie Li[編] 1st ed. 其他 1

9789576084591 聖誕老婆婆出任務 劉思源文; 楊麗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607 大野狼診所 謝明芳文; 鍾易真圖 初版2刷 精裝 1

9789576084614 魔法蛋 謝明芳文; 邱千容圖 初版2刷 精裝 1

9789576084621 聖誕老婆婆出任務 劉思源文; 楊麗玲圖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602 「心-物: 擬形」心物和諧,炁化成型: 何炳輝個展. 2016何炳輝著 平裝 1

9789869314619 意型: 著意生型-何炳輝的角色造型設計創作 何炳輝著 平裝 1

9789869314626 3D虛擬光影實務解析: Maya打燈技法論述 鄧偉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633 3D動畫異想世界 鄧偉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4640 意志.表象創作能量的歸屬 呂裕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212 雲端視覺化Android App開發技術: App Inventor 2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254236 Project 2010專案管理實務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9254243 Scratch 2.X遊戲程式設計 林俊傑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新發廣告設計



9789869254250 KODU遊戲程式設計 葉國勝作 平裝 1

9789869254267 Excel 2013在辦公室管理上的應用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54274 Excel 2013在行銷管理實務上的應用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54281 AutoCAD武功祕笈 張丁尹作 平裝 1

9789869254298 精彩Word 2013中文版 林國榮作 平裝 1

9789869291200 Android 5.X+SQLite POS前端銷售App系統設計寶典: 使用最新Android Studio開發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291217 Excel 2013在函數與圖表實務上的應用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91224 SolidWorks 2014實戰演練.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291231 Excel 2013在資料處理與分析上的應用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91248 MySQL 5.X/6.X雲端資料庫SQL設計技術寶典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291255 快速學會C++程式語言 洪志維作 平裝 1

9789869291262 挑戰AutoCAD 2D平面製圖 廖高德作 平裝 1

9789869291286 PhotoImpact數位相片處理隨手翻 林佳生作 其他 1

9789869291293 精彩PhotoShop CS6、Illustrator CS6、InDesign CS6平面設計三元素陳珊珊作 其他 1

9789869314909 看圖例學AutoCAD範例錦囊 廖高德作 平裝 1

9789869314916 SolidWorks創客3D合理設計表現 林志鎰作 平裝 1

9789869314923 精通SolidWorks 2016.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314930 精通SolidWorks 2016.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314978 舞動倉頡輸入法 數位內容工作室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0807 單位知識王 星田直彥作;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21 ABC動物園創意字母遊戲BOOK 梅麗.麥金儂文字;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38 激發運動潛能的4姿勢理論 廣戶聡一作;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45 頸痛革命!速效頸椎自癒操 銅冶英雄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52 做家事好輕鬆!21世紀家事聖經 藤原千秋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楓葉社文化



9789863700869 克服坐骨神經痛!1分鐘速效強臀操 內田輝和作; 沈文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76 總體經濟學入門 桑原進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83 一邊畫,一邊數!1000個趣味塗鴉 Kirsteen Robson作; 王瀅晴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90 怎麼煮義大利麵,最好吃? 石澤清美作; 亞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906 找找看,他們去哪兒? 艾米莉.柏妮芙作;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0937 給新手的熱帶魚飼育指南 月刊アクアライフ編集部作;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913 庭園景觀製圖教科書 三橋一夫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920 籃球基礎技巧&戰術 近藤義行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944 人體學習事典. 肌肉骨骼運動解剖篇 石井直方作; 陳韻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951 矯正「壞動作」!改善身心失調的亞歷山大釋壓術青木紀和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968 迷你臘腸小學堂 加藤元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19 來做情景模型. vol.5, 小場景篇 Laszlo Adoba作; 卡米柚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26 美味、簡易、省時: 德國菲仕樂鍋具料理研究室伊藤晶子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33 雕塑完美下半身!自宅下半修身操 中野.詹姆士.修一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40 兔子的家在哪裡? Lizelot Versteeg作; 王瀅晴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57 給新手的紅水晶蝦飼育&繁殖指南 照井透浩作; 藍嘉楹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4501 第五波. 2, 無垠之海 瑞克.楊熙(Rick Yancey)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525 一路 淺田次郎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4532 一路 淺田次郎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4556 國宴與家宴 王宣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563 只想拍電影的人 山田洋次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570 時光列車 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著; 非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587 寫文章,不搞作文 張大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594 遇見老東京 川本三郎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新經典圖文傳播



9789865824600 龍頭鳳尾 馬家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624 天才: 麥斯威爾‧柏金斯與他的作家們,聯手撐起文學夢想的時代史考特.柏格(A. Scott Ber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631 複眼人 吳明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203 知名度經濟: 讓消費者找到你,瘋狂愛上你 蔡嫦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72 LINE@的成功秘訣: 百萬粉絲圈出致富商機 Paul, Emily, 黃繼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17 486大丈夫週記 陳延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24 70個越南語關鍵文法: 錢進越南大進擊! 越語村師資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31 在幸福中飛翔: 為自己的心靈程式改版升級 黃媛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48 歐洲,咫尺之間: 旅行,不用暖身練習 克萊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55 永諸講醫宗金鑑傷寒論三陽病篇+三陰病篇 陳永諸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67779 想要翻身做期貨就對了 鄭詩懷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67786 十現夢想: 十三位實踐家的圓夢故事 周家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2101 臺灣鷹爸的快樂教養提案: 13歲開始,就讓孩子自己做決定!徐柏岳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486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法國<>等記錄的晚清. 1891-1911李紅利, 趙麗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493 有酒盈罇: 真意不在酒,酒中有真意 李念祖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216 愛的主旋律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零極限文化



9789869227223 諸子宴 栗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30 愛,一念之間 戲子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47 蜚短情長 艾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54 第101次相親 泠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61 因為愛情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78 信儀之家 艾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85 無良學妹 淡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292 我的心中星 余宛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07 為你上菜 虞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14 青龍鐲 唐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21 旗鼓相當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38 遺孀之老子還活著 席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45 綺能如此 艾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52 招惹道士,終生作賠 栗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500 蔡承農篆刻選存 蔡萬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22 火焰之舞: 品格童話故事系列. 1 陳宗逸作 平裝 2

9789869151139 惡德 蔡佩倫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9151139 惡德 蔡佩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敬業堂印學弘揚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裕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887 話語 甘堅信原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6691 浮世物哀: 時尚與多向度身體 方太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21 搖滾黑白切 中坡不孝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38 莫內與印象派畫家 羅成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45 都是孔子惹的禍? 魏得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52 母親的肖像: 推動藝術搖籃的手 方秀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69 世界是無法窮盡的文本: 社會學想像與電影的對話胡正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76 兒童戲劇: 改編.實驗.創作. 臺灣篇 江敏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6783 文革風暴中的九位大學校長 汪春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90 少年劫: 我的山西文革實錄 趙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06 反文革第一人: 劉文輝烈士 劉文忠著; 裴毅然整理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37 行過文革的死蔭幽谷: 亂世浮生錄 南太井蛙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49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8冊 2

9789869083249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8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樂園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9789869346306 貓狗的逆襲: 荊棘滿途的公民之路 大衛.葛林姆(David Grimm)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088 天機法師演講集. 三, 管理事業、管理自身、管理自心天機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4707 那一年我用創作日記照顧我的傷 傅婉瑩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334 後殖民的賽伯格: 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張君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0341 巴斯德的實驗室: 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Bruno Latour著; 伍啟鴻, 陳榮泰譯 1版 平裝 1

9789869280358 茶室交易 洛德.韓菲瑞斯(Laud Humphreys)著; 高穎超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5024 哈伯瑪斯的法律哲學 林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109 租稅正義與人權保障: 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 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5161 法律、權力與社會 李俊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208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5215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5222 華語文漢字教學研究 江惜美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微憩心藝文化



9789862955239 易上手: 實用文書與禮儀 施又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253 解密國考大數據法院組織法 林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260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291 基礎文言文活化閱讀: 教與學 耿志堅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955307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莫孟衡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314 西洋政治思想與法思想史. 第三篇, 近現代政治思想張正修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5321 先秦寓言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338 中國歷代文選 王基倫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352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十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5369 物權法題型破解 唐浩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376 民事訴訟法論 姚其聖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5383 行政法 吳志光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5390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420 語音學之旅 竺家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437 有機農業 吳文希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55451 華語口語與表達 黃聲儀, 易元培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2955468 實務必考熱區刑事訴訟法 孫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475 民法總則爭點整理 克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499 華人社會與文化. 文化思想篇 劉國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611 長期照護保護法制 李麒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642 公司法關鍵選擇 齊軒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479 圖解特種部隊武器&裝備指南 岩田友太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86 奇幻世界大百科 幻想世界史研究會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93 圖解超譯 孫子兵法 許成準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604 小物大聯網: Arduino、WiFi和Sensors創客設計 鄭一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520 慈濟歌曲50年 陳美玲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2537 精靈寶石: 佛典兒童劇 慈濟臺中兒童劇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544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幼教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272551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幼教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272568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小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272575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小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272582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小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272599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小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335201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小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335218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小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335225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中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35232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中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35249 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中學版) 慈濟教育功能團隊,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編著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33526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六年, 夏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770 一路點燈到佛國: 人醫行腳 蘇芳霈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4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蕊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423 印度投資入門 富邦投信團隊策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071 梅瑞克和巫師 大衛.麥基作繪;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156 愛的故事: 從饑荒到豐滿 劉志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187 在我離開之前 潔西莎.貝格利作; 宋珮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117 成功之道暨徐家的故事與祖譜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12124 二0一七丁酉年擇日要覽 范龍達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021 暮情: 涂靜怡詩畫集 涂靜怡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414 捏捏耳朵,子宮好麻煩少:70萬人證實 ,1分鐘護一生的耳穴自癒術!天天捏搓拉,調節自律神經,終結婦女病飯島敬一, 池川明著; 胡汶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9789869243421 變身型尚男的時穿搭術: 20個穿搭公式,馬上變成有品味的男生!<>白金暢銷版朴俊性作; Lora Liu 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38 史上最強!每天3分鐘!看看圖~視力就回復!: 拯救假假近視,不要「看不清楚」就急著去配眼睛本部千博著; 蔡沐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45 我的第一本肌肉鍛鍊書: 韓國健美女王教你從XL變S每天8個動作,2周小1號!李弦峨作;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52 斷糖生酮飲食法: 日本名醫教你吃出燃脂抗老的酮體能量,打造不生病好體質白澤卓二著; 高凰惠,張育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69 露營野炊料理全書: 史上最多道野炊美食!早、午、晚到主題趴無所不包!尹銀淑著; Jo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76 完美曲線的祕密專攻難瘦內側肌: 辣模柳勝玉教你「伸展x有氧x肌力」3合1BalleTion輕運動柳勝玉, 柳會雄, 權太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83 萌系!自拍臉讚妝: 韓妞都在畫,日本女生搶著學!仿妝女王教你偽素顏真裸妝的聰明美妝小技巧!Ulzzang Make-up Club著; 葉明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90 專為中高齡設計的強筋健骨養生功: 國家級體能教練教你一日10分鐘,關節不退化、骨質不疏鬆、肌肉不萎縮李筱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9707 零痠痛!姿勢回正 夏嶋隆著; 高凰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609 萬朵菩提朵朵開: 草心文之2 林雙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906 才18歲,你可以成為任何人 樂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9303 HAHAHA Korean韓語發音真簡單 金佳圓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00 跟著Google Maps遊京阪神 胡哲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693 TOPIK I新韓檢初級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李炫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709 森鷗外の「豊熟の時代」: 中期文学活動の現代小說を中心に廖育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716 新日檢N1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 林士鈞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溦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聖韻音樂文化



9789865639723 新日檢N2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 林士鈞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730 跟著在地人吃日本!覆面調查員の大東京私房美食情報樂大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747 50天搞定新韓檢中級單字 金美貞, 卞暎姬, 玄素美著; 周羽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761 等位接続に関する統語論的研究 徐佩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785 50天搞定新韓檢高級單字 金耿希, 金美貞, 卞暎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792 超入門日語50音教室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808 越南語,一學就上手! 黃美滿, 蔡玉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822 日文+烹飪一起學 全新修訂版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860 大東京吃透透: 旅人達人嚴選美食全攻略 林潔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8602 麻瓜也能算塔羅!: 竹貓星球塔羅占卜大解密 天空無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602 麻瓜也能算塔羅!: 竹貓星球塔羅占卜大解密 天空無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17 跟著TED學演說: 十八分鐘撼動人心 許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24 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 夢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31 天下女人都會卡的關 夢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31 天下女人都會卡的關 夢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62 論語精選200句 沈智, 王德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79 十二星座都是騙人的!? 天空為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8886 佛經精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93 話不可以這樣講!王牌銷售員嚴格遵守的成交必勝話術王建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93 話不可以這樣講!王牌銷售員嚴格遵守的成交必勝話術王建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09 不可思議的英文學習法 張瑞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8916 道德經精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16 道德經精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23 莊子精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達觀



9789865958923 莊子精選200句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30 象棋寶典. 布局篇 李艾東.桔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47 管理學一本搞定!(全彩圖解版) 李智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54 詩經精選200句 沈智, 張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61 漫畫經濟學: 輕鬆讀通110則經濟學法則 趙建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78 求職面試快速充電寶典 孫萌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335 陽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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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43833 鋼筋混凝土<> 許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833 鋼筋混凝土<> 許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802 禮頌 劉志明作曲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840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畢業專題論文發表精華集. 2016第四十三屆陳佳瑀, 黃怡欣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21

臺一印刷影印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789 旭集Mapping the Future 輔仁大學24屆畢業班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822 王訓鋒趣味編織專輯 王訓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5697 育仁校刊. 第三十五期 王智權執行主編 平裝 1

9789869346108 育仁校刊. 第三十六期 羅于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954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7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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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8820 印度.尼泊爾佛陀聖地朝聖之旅 林定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芬園三聚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嗣雍齋國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屯區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育仁國小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景觀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812 廣教誡開示錄. 第二集 果清第五律師講述; 三聚精舍編輯組編輯 精裝 1

9789869067812 廣教誡開示錄. 第二集 果清第五律師講述; 三聚精舍編輯組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643 小杉和熱汽球 菲立普.史戴(Philip C. Stead)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650 麵包超人找一找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667 麵包超人找一找!BLUE 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674 麵包超人找一找!GREEN 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321 臺文筆會年刊. 2015 林裕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203 九牧龍頭派柑井支系譜: 比堅祿葦侯清一脈承 九牧傳芳一派祖林葦後裔彰化和美林朝清派下族譜編輯委員會編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644 梧棲.吾妻老阿媽講故事. 第二冊 楊焜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9644 梧棲.吾妻老阿媽講故事. 第二冊 楊焜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9651 梧棲青少年新詩大展. 2016 紀堃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文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和美鎮林朝清派下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滿天星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826 藝真氣壯: 從觸覺探索蒲添生雕塑之美 蒲添生藝術觸覺教育展紀念專刊　黃宸汝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912 那一年,我止住回憶的腳步 臺北市立五常國中小說社社員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605 文德學報. 第四期 巫淑玲等撰稿; 蔡宛臻, 盧筱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919 漢風盆景展. 2015 林芸萍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502 機車考照手冊 [維他命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6632 真的好吃!超商食材美味料理教科書 維多利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649 超強圖解!63種小蘇打全能居家清潔術 樂活居家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663 吃對了,戰勝糖尿病 徐丹, 徐英群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盆景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五常國中小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文德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中正社大



9789865786670 大臺北地區親子遊首選活力步道 董珮君, 林峰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196 民生科技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3196 民生科技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361 洄溯: 視覺傳達設計系105級畢業班專題製作.畢業作品年鑑陳維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808 Songs of innocence純真之歌 William Blake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0571 大學升了沒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七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588 商業概論: 時事題暨歷屆試題精選. 104-105年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595 大學升了沒數位邏輯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劉明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601 國民中學資訊教育 旗立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625 資訊科技概論 施威銘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632 計算機概論. A(職業學校一般科目生活領域) 李亮生, 傅珏華, 陳源宏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649 商業概論(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I(2016版)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禾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北城市科大民生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視傳系



9789863850656 餐旅服務(職業學校餐旅群). 乙版 謝美美等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663 國際貿易實務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670 國際貿易實務 秦玲美, 李法興編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5068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 林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0694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700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717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724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731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A 旗立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0748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0755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0762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779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786 大學升了沒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793 大學升了沒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809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0816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0847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廖淑玲, 蔡明叡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0854 大學升了沒 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861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滿分講義 徐毅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0878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講義 宋由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885 大學升了沒 電工概論與實習攻略本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892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七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908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六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1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9789868664777 華佗開講. IV, 臺大名醫教防癌 潘金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4523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寶典: 歷史2 周子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759 商機: 搞懂利率,就能掌握財富 陳宥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07024 招財進寶.趨吉避凶: 科學風水學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31 防人術小心駛得萬年船 李君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48 借雞生蛋easy賺第一桶百萬金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55 開店創業一本萬利.投資招財術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62 職場高EQ八面玲瓏有絕招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79 貴人情義相挺.助你一臂之力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86 有容乃大: 退一步海闊天空 高翠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093 動心見性醍醐灌頂小故事.大智慧 吳君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09 健康樂活長命養生秘訣 簡明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16 (彩圖版)初產婦保健與嬰幼兒養育 吳俊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23 (彩圖版)心臟血管三高病癥調護寶鑑 許安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30 成王敗寇讎千古一帝皇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07147 成王敗寇讎千古一帝皇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綜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擎天



9789578007154 人情世故八面玲瓏一把罩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61 (彩圖版)綠茶神效健康養生術 東村敏雄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78 讀懂農民曆趨吉避凶紅白事 隨雲遯叟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07185 八面玲瓏.左右逢源攻心術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192 翻身轉運37則.智慧故事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08 華陀神醫.治病秘典(扁鵲樓.珍藏本) (東漢)華陀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15 曾國藩傳世經典之挺經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22 慈悲沒有敵人學會寬容學會愛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39 借古鑑今歷史典故精華集錦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46 戰國策通古鑑今.韜略100 胡鼎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53 長命養生.健康食療術 簡明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60 唬弄術故弄玄虛.以小博大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77 黃帝內經翻身轉運.富貴密碼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84 (圖文版)上海教父杜月笙傳奇演繹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291 紅樓夢精髓演繹活用36計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07 金匱要略新義精註 張仲景原著; 廖井霖集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14 白話新解.活學活用菜根譚. 上 (明)洪應明原著; 李曉波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21 新解白話.活學活用菜根譚. 下 (明)洪應明原著; 李曉波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38 魔鬼藏在細節 細節決定成敗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45 開運造福命名一日通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52 巴菲特富甲天下.現代啟示錄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69 運籌帷幄.兵家鼻祖鬼谷子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76 腸道健康代謝好.便秘少 吳俊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83 李嘉誠縱橫商場商戰勝經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390 易經簡單輕鬆.活學活用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06 易經六十四卦企業經營用人藝術. 上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13 易經六十四卦投資理財用人藝術. 下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20 水滸傳精髓演繹.活用36計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37 姜太公兵法治國.領導統御術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44 催眠術入門慢性病自療 成田英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51 武則天稱帝 世紀大解密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68 李嘉誠成功術識人用人御人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75 寬容豁達一鳥在手勝過千鳥在林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82 堅毅內斂十年磨一劍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499 一燈大師動心見性.智慧故事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05 曾國藩醍醐灌頂.醒世箴言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12 天下第一.品牌樹立巨人兵法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29 禪動心靈小故事.大智慧 釋心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36 危機處理與生存智慧法則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6744 富有的條件V.S貧窮的原因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43 30歲人生勝利組.賺進百萬金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50 (典藏精髓版)圖註難經脈訣 王叔和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67 八面玲瓏縱橫職場無敵手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74 (圖文精彩版)帝后嬪妃後宮秘傳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81 反擊反守為攻.反敗為勝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598 (彩圖版)2017 臥底小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04 雲淡風輕 命裏無時莫強求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11 (彩圖版)千古帝王青史留名錄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28 養生治病八卦太極〝蹲〞法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35 懸疑大破解!250個為什麼?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42 做人寬容豁達 做事剛柔並濟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59 人體器官奧秘剝析魔法書 簡明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66 (典藏版)老子道德經智慧精髓 道玄子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07673 禪智慧故事佛祖心中坐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80 財神爺為什麼不上門?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697 個性決定命運 態度決定高度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03 (典藏精髓版)中醫藥性大辭典 廖井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10 笑看人生退後原來是向前 沈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27 永不放棄人生要能不斷拼博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34 商務禮儀送往迎來應對進退 李君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41 延年益壽健康養生秘訣100 許安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58 (最新實用版)精選書體大字典 嚴楷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65 劉伯溫之燒餅歌與推背圖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72 (彩圖版)肝病總體檢預防與治療 林錫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89 干戈化玉帛退一步海闊天空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796 思考致富達文西密碼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02 三十六計 運籌帷幄縱橫天下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19 張新松最新基礎英文法 張新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26 沉住氣彎下腰 蹲低為躍高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33 改變一生命運忠告100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40 諸葛武侯博古通今錦囊妙計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57 (最新彩圖版)松柏盆栽培植與剪修 臺灣園藝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64 爭氣勝生氣 危機變轉機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71 頂尖行銷高手快速成交有捷招 李君同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8007888 (彩圖速效版)視力恢復與保健 英田俊九原著; 徐明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895 李嘉誠頂尖CEO.演繹36計 慕容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01 (最新精髓版)人性的弱點 高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18 (彩圖版)優酪乳健胃整腸神效秘訣 杜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25 李嘉誠縱橫商場.致富商道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7214 我是好媽媽: 13個祕訣,共組充滿愛與願景的幸福家庭瑪莉娜.史雷頓(Marina Slayton), 葛雷格瑞.史雷頓(Gregory Slayton)作; 錢基蓮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1

送存冊數共計：92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9188 最逼真的現場大體驗工作達人. 1 鈴木典丈聞.圖; 吳怡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195 最逼真的現場大體驗工作達人. 2 鈴木典丈文.圖; 張晴羽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201 最逼真的現場大體驗工作達人. 3 鈴木典丈聞.圖; 吳怡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218 最逼真的現場大體驗工作達人. 4 鈴木典丈文․圖; 張桂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270 翻一翻.懂更多寶寶從哪裡來? 凱蒂.黛恩絲文字; 區國強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294 翻一翻.懂更多天空為什麼會下雨? 凱蒂.黛恩絲文字; 區國強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478 135翻翻樂: 有趣的分數和小數 蘿西.狄金絲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 安莉卡.魯西納圖; 區國強譯精裝 1

9789863209683 出發吧!勇敢闖關救公主! 新井洋行文.圖; 洪于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782 吃飽飽 刷刷牙 木村裕一文; 瀨邊雅之圖;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836 究極の宿：日本名宿50選 梁旅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881 旁觀者: 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 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898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 普林斯頓高研院大師群像瑞吉斯(Ed Regis)著; 邱顯正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209904 宇宙波瀾: 科技與人類前途的自省 戴森(Freeman J. Dyson)著; 邱顯正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209928 墨漬鎮謎團. 4, 末日列車 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著; 賽斯(Seth)繪;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935 我要出發了! 馬修.莫戴文圖; 簡薇倫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966 貓頭鷹媽媽 伊迪絲.赫德(Edith Thacher Hurd)文; 克雷門.赫德(Clement Hurd)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973 給還是拿? 克里斯.瑞卡(Chris Raschka)文.圖; 劉清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980 60創意科學遊戲 麗貝卡.吉爾平(Rebecca Gilpin), 麗歐尼.普瑞特(Leonie Pratt)著; 黃佩俐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310307 媒體失效的年代: 人人都是自媒體 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0314 隨師行腳: 看見證嚴法師的慈悲與智慧 阮義忠, 袁瑤瑤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0314 隨師行腳: 看見證嚴法師的慈悲與智慧 阮義忠, 袁瑤瑤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0321 2歲兒的創意育兒遊戲 成田奈緒子監修; 陳瀅如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0338 3歲兒的創意育兒遊戲 成田奈緒子監修; 陳瀅如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345 瘋狂的快樂著: 我那甜蜜、黑色又脫序的歡樂人生珍妮.勞森(Jenny Lawson)著; 劉嘉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0352 關鍵4秒 彼得.布雷格曼(Peter Bregman)著; 林奕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0369 臺灣長照資源地圖: 長期照顧實用指南 林芝安, 陳清芳, 劉惠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0376 我的第一本生活知識小百科 賽西樂.裘格拉作; 瑪黎翁.碧法蕾緹等繪圖; 四月譯 精裝 1

9789869310376 我的第一本生活知識小百科 賽西樂.裘格拉作; 瑪黎翁.碧法蕾緹等繪圖; 四月譯 精裝 1



9789869310383 養出好孩子,非「慢」不可: 黑爸黑媽的好性格慢養學黑幼龍, 李百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0390 走一條人少的路: 獨立記者寫給共同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你我 空氣、水和土地朱淑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7108 梅寶瓊斯大冒險. 1, 失落的X碎片 威爾.麥比特(Will Mabbitt)著, 羅斯.柯林斯(Ross Collins)繪; 張瓊懿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7115 今天就脫魯的競爭力: 面對33個殘酷現實,你會變得更強大楊奇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7122 一粒細胞見世界 倫斯伯格(Boyce Rensberger)著; 涂可欣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7139 水世界迷宮: 潛入池塘、河川、深海 暢遊水世界香川元太郎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146 酷比的音樂會 歐希莉.揚森(Åshild Kanstad Johnsen)文.圖; 黃筱茵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153 臺東之眼 楊維晟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160 未來產業 亞歷克.羅斯(Alec Ross)著; 齊若蘭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177 用數字幫地球量一量 大衛.史密斯(David J. Smith)文; 史蒂夫.亞當斯(Steve Adams)圖; 區國強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184 屠呦呦傳: 諾貝爾獎首位華裔女科學家的一生 <>編寫組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191 孫正義的焦燥 大西孝弘作; 汪平, 皇甫諺帝, 金恬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005 鱷魚阿本去上班 豐田一彥作.繪; 高明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050 爬樹的魚 琳達.茉樂莉.杭特(Lynda Mullaly Hunt)著; 趙映雪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067 巧克力冒險工廠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074 神奇的玻璃升降機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081 飛天巨桃歷險記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098 狐狸爸爸萬歲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04 世界冠軍丹尼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11 女巫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28 吹夢巨人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35 喬治的神奇魔藥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42 壞心的夫妻消失了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59 瑪蒂達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張子樟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0166 三隻小豬養出下一個巴菲特 朗恩.利伯(Ron Lieber)作; 林麗雪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173 大師說化學 霍夫曼(Roald Hoffmann)著; 呂慧娟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180 我愛讀衛星的故事: 福爾摩沙的繁星 范賢娟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197 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 岸見一郎著; 陳令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210 強國不強? 阿布拉米(Regina M. Abrami),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 麥法蘭( F. Warren McFarlan)著; 林添貴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227 走兩岸鋼索 馬紹章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234 銀色月光船 林世仁文; 黃祈嘉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241 皮可大冒險: 想像不到的朋友 丹.桑塔(Dan Santat)文.圖; 柯倩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265 小狗郵差的一天 朵兒.佛瑞曼(Tor Freeman)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289 釣愚: 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 喬治.艾克羅夫(George A. Akerlof), 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作;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296 阿拉伯奇想千年 鄭慧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302 只要比別人多2%就可以 蘇國垚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319 Stan哥的青春12堂課 施振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326 成功哪有那麼難: 12槓桿解決各種人生困境 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作; 廖建容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333 Run 跑去死的路上,我們真的活著嗎? 盧建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357 達爾文女孩的心航線 賈桂琳.凱利(Jacqueline Kelly)著; 許書寧繪; 黃琪瑩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364 我想安心吃飯: 消費決定生產,良食從餐桌開始 吳季衡著; 李宛澍文字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401 食材保鮮這樣做 德江千代子監修; 李靜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418 最有生產力的一年 克里斯.貝利(Chris Bailey)著; 胡琦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425 金牌法則: 奧運金牌教練給所有人的逐夢指引 帶領你開創世界一流人生鮑伯.波曼(Bob Bowman), 查爾斯.巴特勒(Charles Butler)作; 蔡世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449 膽大無畏: 這10年你最不該錯過的商業科技新趨勢 創業、工作、投資、人才育成的指數型藍圖彼得.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 史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著; 吳書榆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10 精讀克里斯汀生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等作; 李明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10 精讀克里斯汀生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等作; 李明等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7264 藝術原境: 臺灣原住民族創造力人類學 王嵩山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2

送存冊數共計：74

<>全球繁體中文版



9789869277563 出發!和爸爸一起環遊世界: 小學生的第一本地圖集申智慧文; 羅秀恩圖; 林育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0025 別傻了這才是仙臺: 烤牛舌.杜之都.食材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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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0049 圖解伊斯蘭世界 池上彰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070 日本料理的歷史: 從本膳料理、懷石到京料理探索和食文化的原點熊倉功夫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408 原來如此!孩子的第一套科學小百科 人體 克勞汀.賈斯東(Claudine GASTON), 克里斯提安.卡瑪哈(Christian CAMARA)文; 奇柯(Kiko)圖; 熊凱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415 原來如此!孩子的第一套科學小百科 火山 依曼紐艾.費格哈(Emmanuelle FIGURAS)文; 奇柯(Kiko)圖; 熊凱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422 孩子的第一套科學小百科 恐龍 羅曼.阿米歐(Romain AMIOT)文; 奇柯(KIKO)圖; 陳文瑤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439 原來如此!孩子的第一套科學小百科 飛機 馮思華.貝思(François BESSE)文; 柯(Kiko)圖; 熊凱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446 原來如此!孩子的第一套科學小百科 太陽系 皮耶-馮索瓦.慕里歐(Pierre-François Mouriaux)文; 奇柯(Kiko)圖; 陳文瑤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3055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23017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23024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23031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23048 赤腳阿元 中澤啟治著; 王小燕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23062 你應該吃我嗎?: 從肉食、有機、素食到果食一場現代飲食體系的探索之旅卡倫.杜芙(Karen Duve)著; 強朝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3079 向大廚學習 製作義式經典料理 梅蘭妮.馬丹(Mélanie Martin)作; 林雅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3086 破解麵團美味密碼: 教你做出與眾不同的法式塔派維吉妮.卡尼葉(Virginie Garnier)著; 王晶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8104 歡迎光臨!化學元素大樓: 水、空氣、洗髮精、乾電池、鑽石項鍊 認識由化學組成的日常生活李暎蘭著; 禹智賢繪; 王品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8111 巴黎No.1烹飪教室的經典料理教科書 廚神坊作; 蔣國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128 潮流媽咪穿搭讀本！天后御用造型師的時尚穿搭課程林智子作; 白壁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135 速讀日本文化論: 25本名著 解讀日本人的自我認同中野明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159 自由之丘POTATO CREAM: 教你在家自製48款中･日･韓･歐式風味馬鈴著泥Potato Cream作; 曹茹蘋譯 初版 0 1

9789869328166 食鮮限時批: 日本食通信挑戰全記錄 高橋博之著; 簡嘉潁, 万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173 簡單做出香Q好吃的麵包棒: 前一天晚上花5分鐘準備→隔天早上再花10分鐘烘烤→立即美味出爐吉永麻衣子作; 羊主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180 別傻了這才是廣島: 巴士超多.三分鐘熱度.醬汁消費量日本第一...49個不為人知的潛規則都會生活研究專案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936 豆渣甜點: 隨時享用不發胖的美味 高纖低脂更健康鈴木理惠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943 臺灣的十大地理議題 林俊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1967 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 : 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海爾.賀佐格(Hal Herzog)作; 李奧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1974 我的第一堂時尚啟蒙課 揚娜.賽德拉珂蔻娃(Jana Sedlackova)文; 湯姆斯基; 林家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451 米恩不喝ne ne了 米恩小時候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3468 瞬間永恆: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475 扭蛋雞: 從心開始扭轉奇蹟 陳贊宇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482 手機拍心情: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253 踏浪千行 許玲瑋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368 黃金破窮法: 你也可以成為富豪 Kari.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436 春仔花細工: 傳遞祝福的纏花手作 陳惠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443 八字集議. 戊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30429 北歐風雜貨自己做: 木頭、玻璃瓶、鐵鋁罐的67種舊物改造提案吳振英作; 邵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1308 符文之子: 冬霜劍 全民熙作; 王中文, 邱敏文, 陳麗如譯 三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92022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0

網迅雲端



9789863192077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2084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192091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192114 燃燒的天空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121 無盡藏 龐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138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502 Tell me a story: little sambo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19 Tell me a story: the tooth wizard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26 Tell me a story: a little bear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33 Tell me a story: oh,no! I'm a cat!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40 Tell me a story: the land of mess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57 Tell me a story: the stonecutter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64 Tell me a story: give it to me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71 Tell me a story: Miss Polly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88 Tell me a story: happy boy is king Story ARK[文]; Clare Lin[繪] 其他 1

9789869168595 Color rangers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703 高崇熙回憶錄: 謙沖踏實-臺東博士省議員高崇熙高崇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東打字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蓋兒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337 玻璃罐低卡輕食 しらいやすこ作; 李致瑩翻譯 平裝 1

9789869237635 燜燒罐獨享餐 井原裕子作; 羅怡蘋翻譯 平裝 1

9789869237642 平底鍋就能完成的酥香熱三明治&香煎法式吐司100種鈴木理恵子作;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659 暖胃雜炊&爽口泡飯 武蔵裕子作; 許書華譯 平裝 1

9789869237666 烤餅乾做蛋糕: 初學新手的入門圖解教科書 小島喜和作; 沙子芳譯 平裝 1

9789869237673 新手媽媽必備的第1本DVD寶寶按摩指南 小谷博子監修; 沙子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7204 新食感手捏派塔 渡边麻紀作;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211 燜燒罐暖暖瘦身湯便當 竹內富貴子食譜製作; 百瀬泉監修; 羅怡蘋譯 平裝 1

9789869277228 朝食旅行!日本話題名店早午餐 辰巳出版株式会社編集部作;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242 新手首選絕佳比例の杯子蛋糕 飯田順子作; 許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259 不必秤的超輕鬆甜點 飯塚有紀子監修; 許書華譯 平裝 1

9789869277273 繽紛彩飾棒棒糖蛋糕 都築美穗作; 左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297 快速免揉天然酵母麵包. 2: 日日佐餐麵包&茶點佐酒麵包梶晶子作; 許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5709 嶄新風味熱烤三明治 成沢正胡作; 許書華譯 平裝 1

9789869305716 「鹽漬檸檬」奇效料理 井澤由美子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5730 全天然的香濃x清爽: 留法職人的頂級冰淇淋 柳瀬久美子著; 黃真芳譯 平裝 1

9789869305754 設計好宅: 住進幸福的327個空間創意 X-Knowledge作;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5778 好省時好方便 不需另外備料製作的寶寶營養副食品高橋若奈作; 左瑞瑤譯 平裝 1

9789869305785 口口幸福❤最棒的鬆餅&班尼迪克蛋 若山曜子作; 黃真芳譯 平裝 1

9789869305792 好省時好方便 不需另外備料製作的幼兒成長料理古谷正江作; 沙子芳譯 平裝 1

9789869343404 從錯誤中學習色鉛筆最佳技法 河合瞳著; 李致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435 不思議の魔法蛋糕 荻田尚子作; 李亞妮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903 Sigmix user's manual Chen, Yen-Hsiang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綠波章魚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522 尋找傳說中的生物 田中六大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39 心裡的音符 彼得.雷諾茲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46 嘓嘓嘓,七隻小青蛙愛唱歌 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男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53 螢火蟲晚安 嘉布利爾.艾爾波羅佐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60 媽咪瘋狂的一天 艾莉絲.蘿西文; 艾斯黛兒-梅恩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77 咻!溜滑梯 鈴木典丈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84 噗!盪鞦韆 鈴木典丈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91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美國第一位女醫生的故事塔妮亞.李.史東文; 瑪尤莉.普萊斯曼圖;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07 凱勒的心視界: 海倫精采的一生 朵琳.藍帕波特文; 麥特.塔伐雷斯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21 七隻小青蛙找肚臍 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男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52 媽媽,你會永遠愛我嗎? 凱瑟琳.拉伯尼文; 伊芙.薩雷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69 荷塘月色 朱自清文; 徐一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83 這是手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06 這是繩子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20 我當哥哥了! 凱瑟琳.勒布朗文; 伊芙.薩雷特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37 畫一棵樹 芭芭拉.雷德文圖; 余治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44 遇見維尼: 全世界最有名小熊的真實故事 林賽.麥提克文; 蘇菲.布雷克爾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51 爸爸,爸爸,變! 中川宏貴文; 三角芳子圖; 游蕾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68 小老鼠大口咬 西村敏雄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82 不一樣叔叔 宮西達也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829 蘇菲亞的一句話 吉姆.艾弗貝克文; 雅思敏.伊斯梅爾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836 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孩 賈斯丁.羅伯茲(Justin Robert)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843 午夜圖書館 卡蘇諾.柯哈拉(Kazuno Kohara)作;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京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8825 遠東天天中文Guia del profesor(西班牙語版)(簡體版). 2Wei-ling Wu, Vicky Chang, Jume L. Shen[編著] 平裝 1

9789865878832 高中英文 .一 陳純音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78849 技術高中英文(C版). III 劉宜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8856 遠東商務漢語(繁體版) 葉德明主編; 黃桂英, 王文娟, 朱國華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78863 遠東生活華語(簡體字版)(修訂版).book III 叶德明主編 其他 1

9789865878870 職校英文. III 林茂松, Sarah Brooks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5878887 仲夏夜夢(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78894 威尼斯商人(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78900 馴悍婦(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78917 馬克白(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78924 無事自擾; 仲夏夜夢; 威尼斯商人; 第十二夜 梁實秋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8931 馬克白 哈姆雷特 李爾王 奧賽羅 梁實秋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78948 新指標遠東高中英文參考書. 第一冊 呂紹輝等編輯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7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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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747 森林物語 日京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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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4700 美藝優雅 陳靜儀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大自然油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3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綠林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8025 拾載: 十年創藝 十年有承 始于臺灣木工發展歷程中一場轉型與傳承的大夢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427 「周易、文王易經與現代政治」補遺: 文王易經補遺趙澤厚編著 平裝 第一冊 1

9789869225441 「周易、文王易經與現代政治」補遺: 文王易經補遺趙澤厚編著 精裝 第一冊 1

9789869225434 「周易、文王易經與現代政治」補遺: 周易補遺趙澤厚編著 平裝 第二冊 1

9789869225458 「周易、文王易經與現代政治」補遺: 周易補遺趙澤厚編著 精裝 第二冊 1

9789869225465 臺灣書畫百人大展. 第三屆 方榮誠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472 般若心經百體書 廖舜濔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489 林三將洛神賦創作草書 林三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116 鳳凰蹁蹮.臺南建城290年特展圖錄 范勝雄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4818 婆姐佑子 蘇菲亞.劉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文史工作室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家具產業博物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8841 靜水流深: 黃天橫先生追思文集 陳奮雄, 黃瓊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38841 靜水流深: 黃天橫先生追思文集 陳奮雄, 黃瓊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409 入菩薩行. 第九-十品: 附入菩薩行之佛子津梁釋後二品寂天菩薩造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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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331 故事. 102期瀛海潮 李喻平主編 平裝 1

9789868949331 故事. 102期瀛海潮 李喻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746 初階日本語. 下 ひらかわ みほ作; 郭欣怡編修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34753 N5聽解日文磨課師 林士鈞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4760 殷勤款待.日式服務(初級) (株)JTB総合研究所編集; 王珍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4821 高階日本語. 上 平川美穗作; 郭欣怡編修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627 新加坡 JTB Publishing , 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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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精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瀛海高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6982 用創意動手做恐龍 蘿拉.漢伯雷頓(Laura Hambleton)文;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002 分心不是我的錯: 正確診療注意力缺失症,重建有計畫的生活方式Edward M. Hallowell, John J. Ratey著; 丁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7057 找找看,小綿羊在哪裡? 亞歷珊卓.柯肯(Alexandra Koken)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 麥克.加頓(Mike Garton)圖; 陳思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071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7088 100個藏在符號裡的宇宙秘密 莎拉.巴特蕾(Sarah Bartlett)著; 王敏雯, 范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170 動植物放大鏡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262 張步桃解讀傷寒論. 藥物篇 張步桃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7514 飛啊飛啊到月球 莎拉.楊著; 吳琪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668 小野洋子的生命種子之歌 小野洋子著; 吳家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699 游啊游啊到海底 莎拉.楊著; 吳琪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729 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 朱德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842 一起來學手寫英文藝術字 蘿拉.拉曼德(Laura Lavender)等作; 方慈安, 陳思穎, 簡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58 全能機器人解讀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黃薇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65 手推車大作戰 琴.麥瑞爾(Jean Merrill)著; 葛窈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72 天生是英雄 克里斯多福.麥杜格著; 王湘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89 如何讓人喜歡我 傑克.謝弗(Jack Schafer), 馬文.卡林斯(Marvin Karlins)著; 王彥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96 七個讓愛延續的方法: 兩個人幸福過一生的關鍵秘訣約翰.高曼(John M. Gottman), 妮安.希維爾(Nan Silver)著; 陳謙宜, 沈基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09 史丹佛最強「創業成真」四堂課: 矽谷搖籃推手教你以最少資源開創最大志業婷娜.希莉格(Tina Seelig)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16 海鷗島的夏天 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著; 郭恩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23 寫字的力量: 美字不只靜心,九段名師教你寫出更好的自己侯信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30 美字基本功: 全球首創教學運用: 間架結構九十二法,花最小力氣,寫最美的字侯信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47 蹲出健康的重心: 強化髖關節,伸展核心肌群與大腿前後側肌肉,消除痠痛不適,延長體能巔峰狀態白木 仁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54 體硬人也能做的伸展操,2週見效!跟著日本奧運復健教練這樣做: 筋骨不僵硬,身體不痠痛,降低體脂肪,提升代謝循環,給你好氣色!岩井隆彰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61 何謂主體性?: 沙特談馬克思主義與主體性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著; 林惠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078 身體記憶52講 蔣勳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9789573278085 星期一早上 優利.修爾維滋(Uri Shulevitz)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092 百變天氣放映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黃薇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08 上一堂有趣的文學課: 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你知道與不知道的經典故事朵恩.帕里西(Dawn Parisi), 卡塔玲娜.馬倫霍茲(Katharina Mahrenholtz)著; 麥德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15 空想科學讀本: 這部動漫超科學 柳田理科雄作; 談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22 行佛: 樂活人生: 佛經的智慧,當下的妙用 鄭石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39 唐代的鄉愁: 一部萬花筒式的唐朝生活史 師永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46 換我照顧您: 陪伴爸媽老後的21堂課 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53 呢喃中的土耳其 陳聖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77 論殺戮 戴夫.葛司曼(Dave Grossman)著; 霍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184 為什麼長這樣？ 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 羅蘋.佩姬(Robin Page)著; 王心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191 科學記憶吐司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207 白日夢冒險玩: 吳沁婕的冰島奇幻旅程 吳沁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214 霧中的刺蝟 尤里.諾勒斯堅, 索給.寇茲羅夫文; 佛蘭西斯卡.亞布索娃圖; 林真美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8221 旅行是為了放大生命的極限: 出走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想讓人生更加精采羅夫.帕茲(Rolf Potts)著; 呂佩珊,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269 波普先生的企鵝 理查.艾特瓦特夫婦(Richard and Florence Atwater)著; 葛窈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276 成為有錢人的教科書: 從150位資產上億日圓的有錢人歸納出的行動法則,教你成為真正的有錢人!加谷珪一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290 你看!書裡的恐龍跑出來了! Alzzam Education作; 汪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306 送給雨天的禮物 里卡多.林尼耶斯(Ricardo Liniers)文.圖; 呂奕欣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320 小國大想像: 創新創業,開發以小搏大的巧實力 鄭志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337 花園裡的怪蛋 奧利佛.巴特渥斯(Oliver Butterworth)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344 我在南方的家 田中實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351 練習8分鐘就靜心 維多.達維奇(Victor Davich)著; 向淑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368 莎士比亞不做的事 何一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375 園藝達人的50個親子植物遊戲 林雨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382 甲蟲之書 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著;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399 菜朝來了!: 菜大王的家庭叫癢血淚史 菜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05 空想科輕讀本. 1: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柳田理科雄著;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12 巴弟 林若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29 寶貝要上幼兒園了!: 給特殊兒父母的入學準備工具箱袁巧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50 每一天,都是放手的練習. 2 梅樂蒂.碧提(Melody Beattie)著; 盧姿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74 鋼筆尖下的書法: 傳統與時尚的書寫 大鳥博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81 生命的支點: 別不相信,一句話能改變人生 王壽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98 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 瑞秋.薩斯曼(Rachel Sussman)著;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504 心靈拼貼®: 持續一生的自我探索旅程 席娜.弗斯特(Seena B.Frost)著; 蘿拉, 戴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511 虎地貓 劉克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542 阿斯嘉末日.1: 夏日之劍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559 彰化小食記 陳淑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8573 我的媽媽真麻煩 芭蓓蒂⋅柯爾文⋅圖; 陳質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8580 野狗之丘 劉克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8597 頂尖運動員這樣避免運動傷害: 奧運隊醫教你健身不傷身!許宏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3219 印象臺江 陳麒麟, 黃嘉隆, 王雅萍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318 高血壓病: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309325 糖尿病: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309332 常見癌症的治療與預防: 國人12大癌症 安猷之編著; 劉思齊審校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65

送存冊數共計：65

南市紅樹林保護協會



9789865615147 From 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5級陳佑阡總編輯 精裝 上冊 1

9789865615147 From 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5級陳佑阡總編輯 精裝 上冊 1

9789865615154 From 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5級陳佑阡總編輯 精裝 下冊 1

9789865615154 From 1%: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105級陳佑阡總編輯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804 清晨嗎哪90天. 4, 約翰福音、詩篇四十二-五十一篇、雅各書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03811 異夢異象的奧秘 蕭成待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2250 豪記龍虎榜. 3 平裝 1

9789869072267 豪記龍虎榜. 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714 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 宗喀巴大師造論; 巴梭法王等合註; 法尊法師譯論; 釋法如, 釋如密等譯註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325721 四家合註入門. 1: 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講記宗喀巴大師造論; 巴梭法王等合註; 法尊法師譯論; 釋性柏, 釋如行譯註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069 回到七0年代: 七0年代的文藝風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076 慢讀王維 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豪記影視唱片



9789576396083 讀書會「共舞」樂 林貴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0721 冰雪奇緣美德故事集: 日行一善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83929 皮克斯菁英訓練營故事集: 友誼與合作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5930783 冰雪奇緣美德故事集. 2, 樂於分享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4041 冰雪奇緣美德故事集. 3, 發揮長才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4096 皮克斯菁英訓練營: 正直與決策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70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石浩辰等作 平裝 1

9789869307703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石浩辰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772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710 Kids up 王開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7727 CHEER UP!: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23屆第23屆商業設計學系全體同學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社會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商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鳴嵐國際智識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789 經濟、貿易與全球營運管理研討會. 2016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82 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十三屆銘傳大學第13屆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全體畢業生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37 紅樓養生食譜 游秀雲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614 繽紛的彩虹 依搦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83 愛之旅 張立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9398 足球實務個案研究: 以第14屆世界大學女子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為例吳明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教師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數設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705 嘉義市教師書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六屆 任陸森, 蕭榮助, 張素佾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6537 在恩膏中與神同工 吳國銘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14 仙凡影塵錄 慚愧道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0832 向山而行!給山女孩的野放手冊: 行前知識、裝備解析、體能訓練、登山路線規劃李佳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79 每天都是餅乾日。: 175道人氣手工餅乾的創意魔法安成美著; 陳冬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523 是沙拉，是小菜，也是便當。: 美味常備菜120道主婦之友社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92 The COOKIES: 名店手工餅乾99款 林愛娟著; 張鑫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608 媽媽牌腦部發育創意遊戲117種: 和媽媽一起同樂的1小時，勝過100種昂貴的玩具。金姝延著; 草滾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684 Dreams Come True: 精靈國度 田代知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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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37 成為讓部屬願意追隨的上司: 51個帶人先帶心的領導力岩田松雄著;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68 統計學,最強的商業武器: 從買樂透到數據，全都離不開統計學;如果不懂統計學，你就等著被騙吧!西內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912 比起說再見,我們更擅長想念 P'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929 迷幻之境 瑞妮.丹菲爾(Rene Denfeld)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943 為了自由,20歲就應該捨棄的50件事 四角大輔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蒙愛的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慚愧道人



9789865617950 世界夢幻書店巡禮 清水玲奈, 大原ケイ著; 何姵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7967 圖解巴黎女子的生活美學: 36則由內而外展現法式品味的洗鍊心法米澤よう子著; 莊雅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6507 時間教會我們的事 葉怡慧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14 一日的幸福早餐 小田真規子, 人野正人作; 林以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21 書寫.浪漫 蘇家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45 享受吧,倫敦小旅行。 Project Picni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52 SQL Server 2016資訊安全維護 胡百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69 13歲的天堂BOO 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76 日劇人生: 重獲生命微光的80個經典語錄 雪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83 沙拉100X醬汁100: 野菜、果物、肉類、海鮮、超級殼物的美味遊戲金胤晶著;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20 我值多少錢? 野口真人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37 Orange 高野莓原作; 時海結以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37144 Orange 高野莓原作; 時海結以著; 黃薇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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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8055 慧光集. 66, 中觀莊嚴論解說. 肆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講解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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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852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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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滿福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9789866096730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5章以慶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6096761 日本當代建築之旅 謝孟雄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679 Meta-Object後物件 林柏涵, 朱旭建作 精裝 2

9789866096778 原風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792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建築設計學系. 2015 高德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6792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建築設計學系. 2015 高德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815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論文集. 2016謝建騰, 蘇鈺鈴, 杜宜庭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839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成果專刊. 2016(二), 成田久の美味工作營章以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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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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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23149 Google超活用點子集 搞定工作.生活大小事!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170 網頁程式設計的16堂課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224 學會C語言: 從不懂到玩上手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3255 hakoniwa world 日日微型花園: 場景設計、景天屬、藤蔓、多肉、香草、苔類全方位佈置古橋久美子著;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3262 三步驟搞定!最強Excel查詢與篩選超實用技法 不二桜作; 許郁文譯 其他 1

9789863123279 Microsoft Excel 2016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316 資訊安全導論 林祝興, 張明信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23323 Microsoft Excel 2016超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330 IOT物聯網應用開發實作: 使用Arduino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347 設計哪有這麼累!提高10倍效率的Illustrator工作術鷹野雅弘, 茄子川導彦, 鈴木ともひろ作 其他 1

9789863123354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 2016: 插畫/動畫/漫畫/手遊一次收藏150位當代最強畫師豪華作品集SE編輯部編 平裝 1

9789863123361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超Easy 施威銘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3123378 快速查,馬上用!CSS3+jQuery手機網站UI範例實作礒田優等作;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3385 最新運動型食譜: 訓練、競賽、恢復時的快速能量補充Rowena Visagie, Karlien Duvenage, Shelly Meltzer著; 謝靜玫譯 平裝 1

9789863123392 新視界計算機概論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123415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17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422 新觀念PHP7+MySQL+AJAX網頁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23439 超圖解物聯網IoT實作入門: 使用JavaScript/Node.JS/Arduino/Raspberry Pi/ESP8266/Espruino趙英傑作 其他 1

9789863123446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產品包裝設計知識 福井政弘, 菅木綿子著; 陳令嫻譯 平裝 1

9789863123453 JavaScript網頁程式設計「超」入門 狩野祐東作; 陳禹豪譯 其他 1

9789863123460 Microsoft Word 2016超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477 Microsoft Word 2016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標



9789863123484 ASP.NET 4.6網頁製作徹底研究: 使用 C#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3507 Ubuntu Linux系統管理與架站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3514 Dropbox Evernote Google最強雲端活用術 Lay作 平裝 1

9789863123521 從零開始 邁向嵌入式開發 C語言程設設計入門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98071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8088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8095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627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963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9740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9085 娘子且慢嫁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9092 娘子且慢嫁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9108 娘子且慢嫁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9115 娘子且慢嫁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9665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0190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0518 帝寶小財奴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0525 帝寶小財奴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0532 帝寶小財奴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0549 帝寶小財奴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9337 帝寶小財奴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9344 帝寶小財奴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9351 嬌藏小郡主 阿貝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9368 嬌藏小郡主 阿貝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說頻文化



9789864099375 嬌藏小郡主 阿貝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9382 嬌藏小郡主 阿貝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9399 嬌藏小郡主 阿貝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9405 嬌藏小郡主 阿貝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459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9863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0282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719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9870 家妻難馴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9887 家妻難馴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9894 家妻難馴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9900 家妻難馴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9917 家妻難馴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9924 家妻難馴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9931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0596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948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0473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0725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0732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1326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0015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0626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002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039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04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053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060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077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084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091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357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145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152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169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176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305 寵后白若蘭 花樣年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312 寵后白若蘭 花樣年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329 寵后白若蘭 花樣年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336 寵后白若蘭 花樣年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343 寵后白若蘭 花樣年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798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0435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1067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137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1548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1692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1029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1302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1432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1753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1036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1135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1142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1159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1166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45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168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196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197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1463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1470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1494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1982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170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1906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252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2620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1999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219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248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2705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2095 全能神醫 柒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866 全能神醫 柒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2149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668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2934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91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329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340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341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231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2385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859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3306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941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2569 我意創世 網絡騎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2774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781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798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804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016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3023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3030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3047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054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3061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3078 謝齊人家之夫人萬安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3085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347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3573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3757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4068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3122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3139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3146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3153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4037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322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348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3597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3986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3368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4372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3504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3795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3665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3672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3689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3696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702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4389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387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388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389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390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94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432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453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414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4150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4167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4174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4181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4198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4228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4334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4549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5171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4235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489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5140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4266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4815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5249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4396 丫寶一品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4402 丫寶一品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4419 丫寶一品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4426 丫寶一品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4433 丫寶一品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4440 丫寶一品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4501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516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532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4600 追夫小廚娘 賞飯罰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4617 追夫小廚娘 賞飯罰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4624 大香師. I, 雙生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94631 大香師. I, 雙生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94648 大香師. I, 雙生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94655 大香師. I, 雙生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94662 大香師. I, 雙生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95317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480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510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548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4907 娘娘好神算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4914 娘娘好神算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4921 娘娘好神算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4938 娘娘好神算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4945 娘娘好神算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4952 娘娘好神算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4969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4976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4983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5201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5386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207 貞潔的眼神 彭小明作 平裝 1

9789869320214 半空堂譚雜 王亞法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417 五次圍剿: 國軍五次圍剿紅軍戰役始末 王逸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431 龍紋章: 大清帝國船艦圖集. 1862-1895 姚開陽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97455 新編第一軍: 國軍王牌部隊.1937-1948 周明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859 福慧集. 五,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初版 其他 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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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福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196

熊貓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863 漫舞,於深海之上: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主題徵件展. 2016吳妍儀, 謝詠絮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019 終身相隨自由路: 獻身生活年文集 臺灣天主教修會會士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40019 終身相隨自由路: 獻身生活年文集 臺灣天主教修會會士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607 如何衡量公共治理: 臺灣經驗 莊文忠, 陳俊明, 胡龍騰著; 蘇彩足, 洪永泰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406 臺灣石油探勘紀要. 第八輯, 中華民國100年至104年臺灣石油探勘紀要第八輯編輯委員會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970 國學治要 張文治編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329069 清史列傳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著 臺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332625 四部備要. 經部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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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油探採事業部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修會會士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9013 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研討會. 第21屆 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4918 福爾摩沙地圖 楊蓮福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34918 福爾摩沙地圖 楊蓮福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114 異象.藝象. III, 好主意跨界藝術節. 2016 張蓬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452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6年 鄒國益執行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16790 鸞鳳合鳴: 臺灣印社同仁集刻 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艾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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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古地圖史料文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好主意藝術協會

臺灣化學感測器科技協會



9789866907241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基礎篇. 第1冊: 相處與問候布儒杰, 劉密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258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基礎篇. 第3冊: 購物布儒杰, 杜俊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265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基礎篇. 第2冊: 餐桌禮儀范立芸, 布儒杰, 王朝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272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進階篇. 第1冊: 專題報告布儒杰, 韓煥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289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進階篇. 第2冊: 交友布儒杰, 李華宣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296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基礎篇. 第4冊: 大學生活布儒杰, 唐枏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02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進階篇. 第3冊: 旅遊布儒杰, 石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19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進階篇. 第4冊: 交通與通訊布儒杰, 李華宣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26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商務英語篇. 第1冊: 應徵與面試布儒杰, 劉密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33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商務英語篇. 第2冊: 找工作布儒杰, 石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40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商務英語篇. 第3冊: 辦公室生活與文化布儒杰, 唐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57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商務英語篇. 第4冊: 商務洽公. I布儒杰, 杜俊知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64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商務英語篇. 第5冊: 商務洽公. II布儒杰, 張琳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07371 eWAY新世代英語輕鬆學系列. 商務英語篇. 第6冊: 商務合約與書信布儒杰, 韓煥霞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450 逐鹿全球: 新世代臺商戰略4.0 陳厚銘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6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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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667865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袀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7872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30162 終身保固的女僕與容易崩壞的我 值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0179 山海相喰異話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864730223 春日坂高中漫畫研究社. 第3期, 井底之宅不知戀愛為何物!あずまの章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247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1, μ 's的暑假 公野櫻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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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0261 毛小孩就愛玩: 我家柯基萌日記 らくだ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360 加速世界. 18, 黑衣雙劍士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377 女騎士小姐,我們去血拼吧! 伊藤ヒロ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0384 GAMERS電玩咖!. 1, 雨野景太與青春的CONTINUE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391 見習神官LV1. 3, 為逝去王女編織的狂想曲 佐々原史緒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40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414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Isa Wang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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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0438 飛翔吧!戰機少女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0445 幼女戰記. 3, The Finest Hour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452 末日時在做什麼?有沒有空?可以來拯救嗎? 枯野瑛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490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544 年下男友的甜蜜威脅 相葉キョウコ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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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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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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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0636 Love Live!perfect visual collection-smile 電擊G's Magazine編輯部編輯; 小天野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643 Love Live!perfect visual collection-dream 電擊G's Magazine編輯部編輯; 小天野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650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681 PSYCHO-PASS心靈判官 深見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0698 神的垃圾桶 入間人間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711 透明變色龍 道尾秀介作; 江宓蓁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0728 1989一念間 黃欣婕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735 微調一下!你也能是職場人才: 日本權威醫師教你掌控自律神經,打造理想人生小林弘幸作; 黃玉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0742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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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30766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0773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0841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0780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0797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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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0810 Love stage!! 影木榮貴原作; 藏王大志漫畫;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0827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0834 夏亞的日常 南北漫畫; 本田雅也腳本;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0858 什麼?有機娘!? 安存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865 凰的男臣. 4, 深宮美男心機深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872 我與她的漫畫萌戰記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0889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0896 腦漿炸裂Girl. 5, 來吧,像○○似的起舞吧 れるりり原案; 吉田惠里香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902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0919 武藝精研百餘年,轉世成精靈重拾武者修行 赤石赫々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926 異變之月. 3, 眾多夢想沉睡的珠寶盒 渡瀬草一郎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933 DEEMO: last dream Rayark Inc.原作; 木爾チレ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30940 絕對雙刃. 9, ashes to ashes,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957 深夜的溫馨晚餐. 4, 刑警與漢堡排 椹野道流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988 死亡拼圖 山田悠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995 座敷童子的代理人 仁科裕貴作;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008 夏美的螢火蟲 森澤明夫作; 鄭曉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1015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022 我的勇者 葵せきな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1039 艦隊Collection陽炎,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046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053 記錄的地平線外傳: 櫛八玉,奮鬥! 山本ヤマネ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060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3, 徹底指南?新人研習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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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1084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招二原案.監修;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1091 大小姐姐姐 ク一ル教信者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107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1114 炎人少年 加藤雄一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121 ISUCA依絲卡 高橋脩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1138 機動戰士鋼彈桑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和田秀樹漫畫; 大佐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114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聖母聖詠 川原礫原作; 葉月翼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152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追憶篇 佐島勤原作; 依河和希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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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1176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183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190 So sweet so tight: 甜蜜的微醺 山佐木らに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206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1213 絕頂競泳! aivan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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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4731237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244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1251 學生會副會長矢上小百合非常努力! 稲光伸二原作; 柚木N'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268 外商必修圖表表力: 150張圖例即學即用,新手也能提出顧問級簡報清水久三子作; 吳乃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1275 墨方簿. 2, 曙錦隙 久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282 夜行騎士 Killer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299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外傳: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3, 兩人合力最強!的回合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299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外傳: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3, 兩人合力最強!的回合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305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嬌憐看家妹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312 魔法工學師 秋ぎつね作; 余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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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1336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師走トオル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350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1367 音韻織成的召喚魔法. 3, Like A Diamond 真代屋秀晃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374 美眉憋不住 走馬燈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381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1398 科學化學症候群 吉川英朗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1404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1411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428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1435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博士漫畫; 上野原案; Mug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442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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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1466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1473 Fate/strange Fake TYPE-MOON原作; 成田良悟作; 韓珮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480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2, 秋日學園祭 公野櫻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497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2, 2nd特攻強襲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1503 城姬Quest. 2, 我和銀杏的心靈之旅 五十嵐雄策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510 野獸的天使新娘: perfect wedding 水上ルイ作; 藺景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527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1534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1541 後菜鳥的燦爛時代原創小說 何曜先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558 破除者. 3, 虛空神掀亂於世 兔月山羊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565 這樣算是殭屍嗎?. 19, 對,不是你!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572 魔王女孩與村民A. 10, Go West!魔王大人! 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589 實現之星 高橋彌七郎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596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莊湘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31602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1619 PSYCHO-PASS心靈判官/0: 沒有名字的怪物 高羽彩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626 孤獨公主與神燈惡魔 入江君人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787 孤獨公主與神燈惡魔 入江君人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633 香魅堂奇譚 羽根川牧人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640 我家執事如是說: 菜鳥主僕推理事件簿 高里椎奈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657 看不見的她所追尋的事物 霧友正規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664 撕裂腹肌!楊奇煜超燃脂健身術 楊奇煜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671 黑暗之家 貴志祐介作;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31688 天使的呢喃 貴志祐介作; 鄭曉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31695 寫出娛樂的力量: 貴志祐介教你成為暢銷小說家貴志祐介作; 陳映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1701 TOYOTA高效工作術: 擺脫瞎忙人生,5分鐘做好3天事!OJT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作; 黃玉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1725 毛小孩就愛玩: 我家柯基萌日記 らくだ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732 凰的男臣. 5, 愛江山更愛妖男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749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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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1763 幽落町妖怪雜貨店. 5, 等待春天的花蕾 蒼月海里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770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1794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1800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817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1824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831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1848 隔壁的吸血鬼美眉 甘党作; LKH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855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守姬武士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1862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879 三顆星彩色冒險 力シヲ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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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1909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4, 黑龍島的魔姬 虎走かける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923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12, 邂逅的協奏曲隅沢克之作; 余念凡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1930 法布爾小姐的蟲之荒園 物草純平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961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SH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1978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1985 夜櫻: 吸血種狩獵行動. 1 杉井光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005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8, 師族會議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732012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2029 飛翔吧!戰機少女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2036 逃殺競技場 土橋真二郎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043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050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TYPE-MOON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067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4, 新琦玉市裡的暴行 Bradley Bond+Philip.N.Morezez原作; 余湖裕輝漫畫; 林哲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074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3, 希、日香、繪里 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竹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081 炎人少年 加藤雄一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2098 四葉妹妹! あずまきよひこ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2111 八男?別鬧了! Y.A原作; 楠本弘樹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128 我把姊姊的肚子養大了 恩田千路漫畫; 坂井音太原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142 Overlord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丸山くがね原作;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159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2166 超級喵天堂 うさくん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173 唇邊的那抹殷紅 山田2丁目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180 衝動 伊佐木李果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167 蠍子之家. 下, 複製人崛起 南茜.法墨作; 劉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1273 亂糟糟 中垣愉孝作.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4

送存冊數共計：167

臺灣東方



9789863381280 白熊 李敏靜作.繪; 林慧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303 黃金三角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310 假面淑女: 威王偵探社 羅蘋.史蒂文絲(Robin Stevens)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327 海豚乘客 間瀨直方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334 大怪獸來了! 路克.佛庫勒(Luc Foccroulle)作; 雅妮克.馬松(Annick Masson)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341 數星星 露薏絲.勞瑞作;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358 小提琴女孩: 擁抱生命的樂章 朱嘉雯作; 林家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365 電視機想偷懶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黃惠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0276 性惡大野狼好像戀愛了 櫻賀明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51 澪之料理帖. 玖, 美雪晴空 髙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75 一起來玩嘛!喵鷹好朋友FUKU & MARIMO 五十嵐健太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82 球蟒超圖鑑: 一本掌握球蟒生態及觀賞要點 Go!! Suzuki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98 摘一摘電車 薰久美子作; 加藤陽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0511 搖滾青春 北河トウタ作; 涂博惟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0528 新.詐欺獵人. 完結篇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0535 黑毛豬與椿之戀 SHOOWA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542 公主抱的後遺症 高峰顯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597 我的孫悟空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0603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0610 你最珍貴不是嗎? 島あさひ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634 謊言的羅曼史 葉月漫畫;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641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50856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50658 飲食專家白種元的54道絕品家常菜 白種元著;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東販



9789864750665 災禍之夢: 卑劣者乞求美夢 猫ロ眠@囚人P著;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672 用一個缽盆做出司康&蛋糕: 24款鹹甜司康x6種必學蛋糕+6款美味佐醬真藤舞衣子著;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689 咖啡知識手帖 世界文化社編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696 成功創業前的萬全準備: 日本創投專家的8大類、83項精準建議濱口隆則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02 世界16大越野跑賽事全攻略 チーム100マイル, その仲間たち作;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19 讓孩子均衡發展的科學玩具101款 築地制作所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26 休日行旅: 嚴選50條路線,玩遍臺灣私房景點 臺灣東販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33 防詐百科: 破解詐騙集團的話術與手法 間川清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40 戳破薄利多銷的謊言: 脫離削價競爭、工時過長的最強行銷術!池田順一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57 鮮魚好滋味: 88種魚應用料理全書 上野修三, 浪速割烹喜川の会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64 王牌醬料×各式食材: 不敗焗烤料理63道 WATANABE MAKI著;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71 人生,蹲低才能跳得高: 找到逆轉命運的新出路 黑澤一樹著;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88 沉醉新悅音!理想的音響設備 林正儀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795 A子與(透)與社團時間。 柳田狐狗狸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01 戀上就是愛說謊的你 みやもと水風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18 不通人情之犬惹人厭 鷹丘志成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25 我們相親結婚吧-Mr. Secret Floor 朝霧夕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32 學園孤島 海法紀光原作; 千葉サドル作畫;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0849 災禍之夢. 2, 傲慢者沉醉美夢 猫ロ眠@囚人P著;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63 我的孫悟空(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0870 感受同人作家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87 快樂的嗜虐者 羽紫みず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894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0900 試衣間的淫亂紳士 佳門サエコ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917 黑毛豬與戀之奴隸 SHOOWA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924 湛藍色的愛戀 市川けい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931 湛藍色的愛戀 市川けい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0948 我的壞心眼朋友 紺色ルナ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955 戀人未滿契約 鈴原ひろの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962 Mr. Secret Floor: 軍服的戀人 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979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50986 我的孫悟空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0993 一本讀懂股票技術分析: 瞭解股價型態、掌握買賣時機、提高投資表現!福永博之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06 懶惰鬼也能輕鬆存錢的37個方法 飯村久美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13 運動自行車的選擇與騎乘: 最自由的移動方式! 山本修二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20 以科學為基礎 圖解跑步訓練全書 鈴木清和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37 法式經典甜點技術教本: 日本35家知名糕點店完美配方大公開!Baba & Savarin旭屋出版書籍編集部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44 燉煮煎炸都美味!銀座名店私房鑄鐵鍋料理64道 和知徹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51 解決問題的特效藥: 分類思考法 鈴木進介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68 醜比頭大圖鑑 名畑俊孝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75 軍服.制服繪製指南: 分章剖析各國軍裝與戰鬥服的特點,十分鐘就能畫出軍裝型男!Col.Ayabe, (萌)表現探求小組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82 不冷場的祕密,人際關係的黃金三角公式 杉山崇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099 法國第一甜點師的點心聖經 Frédéric Cassel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105 夢日記: 你的夢中,我已不在 ききやま原作; 日日日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112 KUMAMON與藍蜜蜂的夥伴們 葉山祥鼎著; Teiji Hayama繪;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1129 一個人好好走: 生命最後的另一種選擇 川越厚著;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143 わかる!!台湾ビジネスQ&A: 專門家による台湾ビジネス解説書奥田健士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751136 獸化病毒入侵 空迺力亻り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864751150 澪之料理帖. 拾, 天之階梯 髙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167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751174 邪神攻略者的戰技指導. 部隊結成篇 空埜一樹作; 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181 巡幸之半女神 新井円侍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198 話佛畫佛: 一枝筆、一張紙澄淨心靈 牧宥惠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11 名廚的義式料理全教本 落合務作;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28 調味的科學: 醬汁、醬料、沙拉醬、綜合調味料201款+應用料理201道柴田書店編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35 記憶的技術: 權威神內醫師告訴你記憶力可以被提升柿木隆介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42 日本戰國時尚完全解析: 甲冑x服裝x髮型x配件,從衣裝看歷史!山田順子監修;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59 冷盤的究極調理術: 日本名店獨創95款前菜: Carpaccio!Carpaccio!旭屋出版編集部編;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97 小烤箱大驚奇!簡單烘焙天然酵母麵包 梶晶子著; 陳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03 奧客也無可挑剔的服務絕學: 這樣服務,客人離不開你三上ナナエ著; 張瑜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10 京都名店PATISSERIE AU GRENIER D'OR頂級食尚法式甜點西原金藏著; 何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27 超一流!撬開對方話匣子的聊天術 渡瀨謙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34 餐飲店的A級祕密!: 打造獲利菜單,客人不請自來Yuji Kawano, Hajime Kasaoka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41 職人提案!日本人氣烘焙坊の超強攬客款吐司 柴田書店編;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8226 微積分: 觀念與解析 莊紹容, 楊精松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509 文創的法則 陳智凱, 邱詠婷著 1版 精裝 1

9789574838516 實用咖啡學 柯立夫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523 咖啡迷的私藏書 柯立夫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530 實用生物統計學 林惠賢, 朱蘊鑛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547 新聞英語入門 曾貴祺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8554 文創學 陳智凱, 邱詠婷著 1版 精裝 1

9789574838561 會計學 黃荃, 李明德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578 個體經濟學 謝振環著 4版 平裝 1

9789574838585 鑑識科學與科技偵查之研究應用 李承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592 全方位思維模式: 組織的決策分析與發展 蕭志同, 戴俞萱, 柳淑芬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608 會計學概要 杜榮瑞等著 5版 平裝 1

9789574838615 總體經濟學 N. Gregory Mankiw著; 謝振環譯 4版 平裝 1

9789574838622 經濟學 Paul Krugman, Robin Wells原著; 倪仁禧, 謝振環譯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80

臺灣東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4663 旅行!美國職棒. 東部篇 李承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70 旅行!美國職棒. 西部篇 李承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87 如何讓老闆痛不欲生 Les Vengeurs Masqués avec Philippe Dylewski著; 劉姵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700 進擊的人生: 常富寧的主播魅力學 常富寧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601 天空的舞會 吳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609 如法體現信仰自由: 宗教團體法草案論壇實錄. 2015釋見引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726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6 餐旅管理學系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702 多媒體與創新設計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6 臺灣首府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0702 多媒體與創新設計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6 臺灣首府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0719 多媒體與創新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臺灣首府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省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

臺灣知識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若水文學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841 科學傳播論文集. 7 莫季雍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360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施正鋒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657 臺灣評茶師教材手冊(丙級用) 林志煌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056 傳承三十 家醫永續: 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卅週年紀念專刊黃國晉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831 紡織材料與科技原理 姚興川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家庭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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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茶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科普計畫辦公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264 Sounds Good, Student Book Ken Beatty, Peter Thinkler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03271 Sounds Good, Student Book Ken Beatty, Peter Thinkler作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03288 數位邏輯設計 Thomas L. Floyd原著; 黃炳森, 黃金本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295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中級閱讀測驗 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301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中級聽力測驗 Victoria Paget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318 電子學. 進階篇 Thomas L. Floyd原著; 楊棧雲, 蔡振凱, 劉堂仁編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325 電子學. 基礎篇 Thomas L. Floyd原著; 楊棧雲, 蔡振凱, 劉堂仁編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332 資訊管理 Patricia Wallace原著; 陳平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424 線性代數 Steven J. Leon原著; 蔡政穆翻譯 九版 平裝 1

9789862803448 A friendly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single and multivariable高等微積分Witold A. J. Kosmala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516 行銷管理 Kotler, Armstrong原著; 廖淑伶, 馬友薏編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6501 透視世界互動百科 蘇菲.多瓦文; OKIDO團隊圖; 黃安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201 奔馳的火車 亞歷克斯.弗里斯文; 科林.金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256 動手玩創意: 史前恐龍1000創思發明書 坡.尼可斯, 史黛拉.貝卡克, 維琪.貝克文; 露西.鮑曼文;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263 動手玩創意: 甜心公主1000創思發明書 羅倫.艾利斯, 史黛拉.貝卡克設計.圖; 露西.鮑曼文;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270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撰文; 徐龍男繪圖; 蘇世甄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037317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撰文; 徐龍男繪圖; 陳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037324 動手玩創意: 夢幻仙子1000創思發明書 費歐娜.華特文; 羅倫.艾利斯, 史黛拉.貝卡克圖;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452 活用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全球行系列讀物. 美澳卷韓勝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麥克



9789570530469 簡愛 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著; 張玄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476 彭溫雅醫師的二十四節氣養生書: 臺灣在地藥材、食材及穴位養生法彭溫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483 緬甸史 陳鴻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490 國民黨興衰史 蔣永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0513 0.5毫米 安藤桃子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520 論語新解讀 韓廷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537 從蒙古到大清: 遊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 羅盛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544 聊齋的愛情習題: 背叛、禁忌與生死戀 馬瑞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305 活化傳統 再現歷史動力: 大稻埕教會設教140週年暨禮拜堂建造100週年紀念特刊大稻埕教會設教140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40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塭教會50週年手冊 楊善雄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370 基督徒的科學觀 麗蒂亞.雅格(Lydia Jaeger)著; 孫正薰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196 十八大以來的習近平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塭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教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668 新加坡臺灣書畫大家交流美展作品集 臺灣畫院, 新加坡美術總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9596 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 一0四年度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148 Young art taipei. 2016 蘇鈴卿, 林庭如, 魏欣妍責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411 微分方程及應用 蔡春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0428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system theory and kansei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16Chin-Tsai Lin等[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922 當代前列線癌精選論文點評導讀集(簡體字版) 蒲永孝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楓城泌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期貨交易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當代藝術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畫院(臺北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2477 臨床護理技術 Anne Griffin Perry, Patricia A. Potter原著; 田昕旻翻譯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5666910 解剖列車: 針對徒手及動作治療師的肌筋膜經線Thomas W. Myers原著; 王朝慶等編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6989 精神衛生護理實務指引 Elizabeth Macera等著; 田昕旻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6710 Mosby's護理診斷手冊 Gail B. Ladwig, Betty J. Ackley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266734 小動物臨床技術 Susan M. Taylor作; 賴昱璋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4160 彩繪動物解剖著色書 Beljit Singh作; 杜宇晨等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38202 基本護理學 Patricia A. Potter, Anne Griffin Perry作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9338219 Gray's基礎解剖學 Richard L. Drake, A. Wayne Vogl, Adam W.M. Mitchell原著; 王霈等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38226 Field's解剖學、觸診和表面標記 Derek Field, Jane Owen Hutchinson原著; 郭怡良, 李映琪編譯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9338233 北美獸醫臨床期刊: 小動物臨床實務: 腎臟疾病與替代療法Mary J. Acierno, Mary Anna Labato原著; 葉錦鴻, 鄭秀信, 謝明瑞翻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38240 藥物分析學 David G. Watson原著; 詹社紅等譯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338257 標準化病人訓練養成指引 王大民等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49241 復活凱歌 李順長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602 兩顆心的故事 黃淑英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黛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圖博之友會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聖經協會



9789868608139 第十四次的旅程: 達賴喇嘛的心靈之旅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 林孟螢, 梁郁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8146 謎途: 流亡路上的烏托邦 尹雯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630 網路智能與應用研討會. 第六屆 王嘉男, 洪盟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024 手作木工基礎BOOK: 全日本最受歡迎的手作百貨「TOKYU HANDS」開課了!切割、組裝、改造、刷漆,一本搞定寶島社編輯部編; 蔡沐晨譯 平裝 1

9789861303048 100張圖抓住漲跌停: 神準天王技術分析解密 方天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055 咖啡拉花點線面: 新手入門!!溫度、濃度、角度精準掌握,金牌咖啡職人的獨家雙圖解&QR CODE影片教學!張顯羽編; 譚妮如譯 平裝 1

9789861303079 免捏御飯糰: 日本狂銷20萬冊!野餐露營X營養便當,簡單易做的方便壽司!寶島社編輯部作; 鄭睿芝譯 平裝 1

9789861303093 健康の貓蓋飯: 日本博士級獸醫專家特調,3分鐘一碗搞定!鮮食&乾糧全方位食譜,打造貓咪不生病體質小林豐和著; 吳晶譯 平裝 1

9789861303109 100張圖輕鬆變成權證贏家! 方天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116 毛小孩の生活養護書: 日本7位權威獸醫師聯手,教你養出健康狗狗,遠離意外&疾病,開心度過每一天!愛犬之友編輯部編; 高凰蕙譯 平裝 1

9789861303123 神奇什錦穀麥の健康自癒奇蹟 村上祥子作; 蔡姿淳譯 平裝 1

9789861303130 我的第一本水族玻璃罐: 20種特色造景x55種好照顧水草x易飼養小魚完全指南,打造專屬於你的「水中療癒小世界」!千田義洋監修; 吳晶譯 平裝 1

9789861303147 芳療使用手冊:初學新手的入門圖解教科書!從頭到腳全家人皆適用的精油配方,簡易學的按摩手法解除40種身心症狀!鹽屋紹子作; 吳晶,張育銘譯 平裝 1

9789861303154 技術分析初學指引: 股友族看清趨勢、找至拐點、跟監主力必備張真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161 男女有別說話術: 男人講理、女人談情,換個角色一語中的五百田達成著; 李青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208 日本正流行!新食感豆腐100道 寶島社編輯部作; 鄭睿芝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噶千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網路智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9789869166768 嗡啊吽金剛誦 噶千仁波切作; 張昆晟藏譯中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6775 噶千語錄. 二 噶千仁波切作; Ina Dhargye藏譯英; 黃靜慧英譯中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6782 尋求真正的皈依 噶千仁波切作; 張昆晟藏譯中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6799 如何修持「七支供養」? 噶千仁波切作; 張昆晟藏譯中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8609 上師瑜伽講記 噶千仁波切作; 張昆晟藏譯中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8616 集瑞煙供儀軌法 噶千仁波切作; 林生茂藏中口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6141 司馬遷的王道思想: 以史記夏殷周本紀為例 高上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165 <>原貌探索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172 <>的幽隱探照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189 小說<>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196 <>演義: 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 李志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02 <>的時間敘事與空間隱喻 林偉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19 <>敘事藝術 鄭媛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26 說圖: 崇禎本<>繡像研究 曾鈺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33 <>之詩詞研究 傅想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40 崇禎本<>回首詩詞功能研究 林玉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57 <>飲食男女 胡衍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64 <>之身體感知與性別辯證: 一個漢字閱讀觀點的建構李欣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71 <>鞋腳情色與文化研究 李曉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88 <>女性服飾文化研究 張金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295 <>女性身體書寫析論: 以西門慶妻妾為論述中心沈心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301 後設現象: <>續書書寫研究 鄭淑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318 <>詮評史研究 李梁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370 <>的女性書寫 黃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學生



9789571516417 蔣中正日記中的抗戰初始 阮大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24 小說空間與臺灣都市文學 黃自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31 前衛的理想主義: 施淑教授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徐秀慧, 胡衍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48 劉知幾史學論稿 林時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55 在出世與入世之間: 梁漱溟先生對佛學的理解與定位李慶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79 英國與廣東海盜的較量: 一九二〇年代英國政府的海盜剿防對策應俊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86 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 陳美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493 京都學派與禪 吳汝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509 徐朔方、孫秋克<>研究精選集 徐朔方、孫秋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16 甯宗一<>研究精選集 甯宗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23 傅憎享、楊國玉<>研究精選集 傅憎享、楊國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30 周中明<>研究精選集 周中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47 王汝梅<>研究精選集 王汝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54 劉輝<>研究精選集 劉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61 張遠芬<>研究精選集 張遠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78 周鈞韜<>研究精選集 周鈞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85 魯歌<>研究精選集 魯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592 馮子禮<>研究精選集 馮子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08 黃霖<>研究精選集 黃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15 吳敢<>研究精選集 吳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22 葉桂桐<>研究精選集 葉桂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39 張鴻魁<>研究精選集 張鴻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46 陳昌恆<>研究精選集 陳昌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53 石鐘揚<>研究精選集 石鐘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60 王平、趙興勤<>研究精選集 王平、趙興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77 李時人<>研究精選集 李時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84 孟昭連<>研究精選集 孟昭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691 陳東有<>研究精選集 陳東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07 卜鍵<>研究精選集 卜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14 何香久<>研究精選集 何香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21 許建平<>研究精選集 許建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38 張進德<>研究精選集 張進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45 霍現俊<>研究精選集 霍現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52 曾慶雨<>研究精選集 曾慶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69 潘承玉<>研究精選集 潘承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76 洪濤<>研究精選集 洪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83 金學索引. 上編 吳敢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790 金學索引. 下編 吳敢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516813 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吉川幸次郎 連清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20 北宋黃龍慧南禪師三鑰: 宗傳、書尺與年譜 黃啟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44 烽火下的學術論著: 抗戰時期十種文史著作探微胡楚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51 章學誠研究述評. 1920-1985 黃兆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68 中國學研究法 武內義雄著; 吳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75 天問 彭鏡禧, 陳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82 朱曉海教授六五華誕暨榮退慶祝論文集 郭永吉, 呂文翠, 王學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99 血緣性縱貫軸: 解開帝制.重建儒學 林安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936 對蹠與融攝: 唐人生命情調與審美風尚 林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943 明清史零拾 蘇同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950 繆斯與酒神的饗宴: 戰後臺灣現代詩劇文本的複合與延異解昆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967 中國文學史年表 周彥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516974 宋代文學論集 王基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981 唐宋詞選注 張夢機, 張子良選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998 詮釋的多向視域: 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顏崑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4642 人生隨筆 唐君毅著 校訂一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2

送存冊數共計：7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2077 你儂我儂: 給夫婦 李順長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039 臺灣藝術研究院臺灣國展油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16臺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755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2016 陳純貞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012 2017年,起來中國: 酷刑下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自述高智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993 淨土文庫二十八 彌陀四十八願大義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67 金剛薩埵修法、如何學修佛法 益西彭措堪布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74 一生修行的重點和歸宿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81 名號如意寶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38598 十二光佛、念佛的修法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345101 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引導文: 普賢上師言教講記一.聽聞軌理益西彭措堪布講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臺灣餐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



9789869345118 金剛七句祈請頌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45125 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實修引導講記. 一, 暇滿難得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513 與美食私奔 陳保才著 平裝 1

9789869269520 心理黑盒子 麥凡勒著 平裝 1

9789869269537 猶太五千年商業智慧 孟達夫著 平裝 1

9789869269544 猶太五千年傳世經典 孟達夫著 平裝 1

9789869269551 改變 林蒼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2083 非線索 鄒馥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2090 非線索 鄒馥曲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958 古早味玩具圖鑑大集 阿部知子監修; 「永遠的孩子」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729 寫出禪意的智慧: 大悲咒習字本 樂友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736 最實用的本草綱目: 養生保健、對症食療一本通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743 7天有感瘦!100種蔬果汁的輕斷食減肥法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蔡氏潑墨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箱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潮21Book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1951 蔡雪貞當代油畫集. 2015. 五, 宇宙奧秘系列 [蔡雪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208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一冊, 且坐.喫茶 徐國璽作 精裝 1

9789869310215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二冊, 喫茶.美學 徐國璽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324 走到哪玩到哪: 孩子的隨身邏輯遊戲書 Beatrice Egemar, Benedicte Carboneill, Elisabeth Gausseron作; Lucile Thibaudier, Pascal Vilcollet,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331 走到哪玩到哪: 孩子的隨身想像遊戲書 Beatrice Egemar, Nathalie Somers, Sophie de Mullenheim作; Sebastien Chebret等繪; 吳麗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393 小小偵探冒險隊: 恐怖寵物夜驚魂 張立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509 小小偵探冒險隊: 極地救援 張立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554 小小偵探冒險隊: 印度孔雀王之謎 張立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561 植物全能百科王: 探尋地球的泉源,生命的起點 樂幼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578 太空全能百科王: 揭開航太科學的神秘面紗 <>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537 實用中醫老偏方 常學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686 讚美疾病: 偶爾生病更健康 伯特.安格納(Bert Ehgartner)著; 鳩艾譯翻譯團隊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693 功夫熊貓. 3, 阿波的兩個爸爸: 電影故事繪本 夢工廠動畫作; 鄧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709 功夫熊貓. 3: 電影小說 崔西.威斯特(Tracey West); 鄧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716 美國隊長. 3, 英雄內戰: 電影小說 克里斯.瓦耶特改編; 鄧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之齋書院



9789865949723 美國隊長. 3, 英雄內戰:逃離黑豹: 電影故事繪本R. R. 布斯(R. R. Busse)改編; 榮恩.林(Ron Lim), 安迪.史密斯(Andy Smith), 安迪.特洛伊(Andy Troy)繪; 鄧捷文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730 全球網路戰爭: 全球化VS在地化 弗雷德瑞克.馬泰爾(Frederic Martel)作; 林幼嵐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315 臺灣快樂遊. 北臺灣篇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22 臺灣快樂遊. 南臺灣篇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39 臺灣快樂遊. 中臺灣篇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46 臺灣快樂遊. 東臺灣篇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53 臺灣快樂遊. 東臺灣篇(簡體字版)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60 臺灣快樂遊. 南臺灣篇(簡體字版)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77 臺灣快樂遊. 北臺灣篇(簡體字版) 林拓作 其他 1

9789866356384 臺灣快樂遊. 中臺灣篇(簡體字版) 林拓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769 笠翁對韻 (清)李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333 我不是故意的!爸爸媽媽請耐心教我: 害羞、生氣、難過、頑皮、安靜、愛玩......理解各種小小孩的小情緒,跟著小傑老師一起看見每個孩子最與眾不同的本質!趙啟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340 五色蔬果自然養生法: 天然、無副作用的樂活食補王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357 吃出微鹼好體質: 50道微鹼料理,讓你病痛不上身黃苡菱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養生堂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養正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203 跆拳道品勢教本 金四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900 從養胎到坐月子 章惠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203 積分: 微積分單元 謝良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210 微分: 微積分單元 陳志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513 沙灘上的鋼琴 吉米.道南(Jim Dornan)作; 黃靜怡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501 60分鐘速成!手撕麵包: 免揉麵!一次發酵!輕鬆新手向!荻山和也[作]; 王薇婷翻譯 平裝 1

9789866252518 啤酒下酒菜123道: 一手搞定啤酒的Best Friend 藤岡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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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怡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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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和坐月子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亞

數位原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909 森林花女孩的手作好時光: 鮮花.乾燥花.人造花.不凋花的童夢系花藝Cui Cui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16 我的第一本花草園藝書: 花木植栽x景觀設計x雜貨布置.讓庭園染上四季之彩黑田健太郎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23 花時間: 巷弄裡的花空間.花店主人的獨家美意識Enterbrain著;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30 黑田園藝植栽密技大公開: 一盆就好可愛的多肉組盆NOTE黑田健太郎, 栄福綾子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47 綠色榖倉的創意書寫: 自然的乾燥花草設計集 Krist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54 花藝創作力!以6訣竅啟發個人風格＆設計靈感 久保数政著; 鄭昀育, 林佳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369 受困的思想 吳叡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76 不平等的經濟學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 陳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90 希臘悲劇: 政治與民主治理下的債務殘局 詹姆斯.安傑羅士(James Angelos)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608 真心畫油畫冊 双兒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699 何沛雄教授紀念論文集 何沛雄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衛城



9789869281133 法國大革命: 從革命到前夕拿破崙崛起 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1628 南斗星君延壽真經 北斗星君賜福真經 其他 1

9789866621635 南無觀世音菩薩經咒(國語注音) 平裝 1

9789866621659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 佛說彌勒大成佛經 其他 1

9789866621666 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財神真經 其他 1

9789866621673 三教聖經 吳汪昶編著 平裝 1

9789866621680 陳老師彙音寶鑑變新注音臺語押韻辭典 陳老師作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621697 忠義文學獎論文精華彙編 劉崑誠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6621703 地藏菩薩本願經 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582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50周年展 胡忻儀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078 永不放棄: 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 楊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667 浪漫時期鋼琴作品之探討以舒曼<>,作品2<>,作品6李斯特<>為例許志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蔚龍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惠雜誌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508 怪傑佐羅力之成為大胃王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1515 怪傑佐羅力之守護恐龍蛋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1584 怪傑佐羅力之瘦身大作戰 原裕作;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1591 怪傑佐羅力之咖哩VS.超能力 原裕作;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016 時空旅人的穿越日記 尼古拉斯.史蒂文生作; 大衛.朗圖; 李弘善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7900 溫美玉備課趴: 情緒表達與寫作的雙卡教學實錄溫美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7979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愛吃糖果的大野狼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é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7986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愛打嗝的小河馬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é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7993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怕水的小鱷魚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é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01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北極熊的布娃娃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é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18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無尾熊 壞嘴巴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é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25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 關掉月亮的乳牛 克莉絲汀.貝潔(Christine Beigel)文; 艾維.勒果夫(Hervé Le Goff)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32 檸檬水戰爭3: 神秘情人節 賈桂林.戴維斯(Jacqueline Davies)文; 趙丕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49 仙靈傳奇: 詩魂 陳郁如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56 給你咬一口 黃郁欽, 陶樂蒂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9263 勇敢小火車: 卡爾的特別任務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19270 遊戲式學習: 啟動自學x喜樂協作,一起玩中學! 侯惠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9287 圖解科學大驚奇 學研教育出版作; 黃郁婷, 李建銓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19294 圖解科學大驚奇 學研教育出版作; 黃郁婷, 李建銓譯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33900 圖解科學大驚奇 學研教育出版作; 黃郁婷, 李建銓譯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33917 情緒教育,怎麼教?: 家校攜手,共讀共玩的50+提案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3924 屁屁超人與直升機神犬. 1, 深夜的功夫奇遇記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3931 請問長庚醫生 圖解輕百科. 1, 好吃好睡好健康,嬰幼兒關鍵照護100+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3948 請問長庚醫生 圖解輕百科. 2, 頭好體壯愛學習,學齡兒身心教養100+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9789869333955 請問長庚醫生 圖解輕百科. 3, 長高成熟轉大人,青春期重點守護100+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3962 神祕圖書館偵探. 1, 芽門、彩花籽與小小巫婆 林佑儒文; 25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3979 神祕圖書館偵探. 2, 爆米花、年輪椅與失竊的魔法書林佑儒文; 25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3993 猜一猜,我是誰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0905 法國廚藝教室教的甜點 多瑪.菲雷(Tomas Feller)作; 林雅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40912 美味親子餐: 100種食材X200道料理,同時滿足大人與小孩不同的味蕾崔世珍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929 蔬果切雕師初級檢定寶典 楊順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0186 小慢: 慢活.詠物.品好茶 謝小曼著; 徐銘志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30 更大的訊息 馬丁.蓋福特(Martin Gayford)作; 王燕飛, 韓書妍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54 設計幾何學: 發現黃金比例的永恆之美 金柏麗.伊蘭姆(Kimberly Elam)著; 吳國慶, 呂珮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78 Into Wine: 來喝葡萄酒吧! 奧利維耶.麥葛尼(Oliver Magny)著; 張一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22 改變歷史的50種武器 喬爾.利維(Joel Levy)著; 王建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77 編輯設計學 凱絲.柯德威爾(Cath Caldwell), 尤蘭達.澤帕特拉(Yolanda Zappaterra)著; 呂奕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84 BBQ烤肉料理超簡單: 掌握鐵則,從升火祕訣到絕配醬料,戶外燒烤不失敗!月刊Garvy編集部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91 來開店吧!: 風格獨特人氣小酒館 Gakken Publishing編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07 啤酒聖經 蘭迪.穆沙(Randy Mosher)著; 鍾偉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14 藍瓶子咖啡 詹姆斯.費曼(James Freeman), 凱特琳.費曼(Caitlin Freeman), 泰拉.達根(Tara Duggan)著; 殷德倫, 韓書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421 日本調酒教父經典之作: 上田和男的雞尾酒技法全書上田和男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38 大廚不傳烹調祕訣800招 黃梅麗, 林葛, 王俊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0445 Dior: 穿迪奧的女孩 安妮.葛琴歌(Annie Goetzinger)著; 韓書妍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8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積木文化



9789864590452 香水聖經 喬瑟芬.斐麗(Josephine Fairley), 蘿娜.麥凱(Lorna McKay)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69 活絡左右腦的心靈曼陀羅: 提升放鬆、專注、紓壓及創意的精神力阿梅勒.希瓦(Armelle Riva)著; 李毓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76 超圖解新手料理課: 從洗菜、切菜到下鍋、調火候,新手必學的廚房基本功與基礎料理高本八江著; 小林真規子監修;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83 禪想創意塗鴉: 1分鐘學會超好用垂墜裝飾技法 瓊安.芬克(Joanne Fink)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490 設計決勝點 德魯.狄索托(Drew de Soto)作; 呂珮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506 我的南部鐵器小料理: 日常配菜、下酒菜、獨享鍋,63道湯鍋與烤盤的美味料理林幸子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9899 柬埔寨史 陳鴻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9974 晚清民國名人志: 從康有為到張大千 陸丹林原著; 蔡登山增訂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23 中國現當代人學史: 思想演變的時代特徵及其歷史軌跡祁志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41 話筒裡的臺灣: 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 楊振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65 兩岸最前線: 從海陸大戰到陸海休兵 翟思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72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二, 「解放」紅塵.「反右」紅飆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89 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 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胡逢瑛, 吳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96 國民革命北伐抗戰回憶錄: 五車書室見聞 帥學富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6304 民初大詞人況周頤說掌故: 眉廬叢話 況周頤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6311 易經要你好看 鄭錠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6328 我們的父親袁殊: 還原五面間諜的真實樣貌 曾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6342 儒俠金庸傳 張建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6359 性.歡欲.金蓮: 解構纏足性文化 柯基生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6397 公民投票制度與國際間公投案例 王思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02 伊斯蘭與基督教的大同神話 張耀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19 是誰讓屍體說話?: 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 鄒濬智, 蔡佳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26 你是我的寶貝: 陸達誠神父口述史 陸達誠口述; Killer撰稿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33 精神疾病的辨識與危機處理: 國軍自我傷害防治張君威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獨立作家



9789869315340 中華民國合作社法規彙編 蘇佳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57 王者的園丁: 臺灣蘭花達人劉黃崇德 徐元民, 劉黃碧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64 人往風微: 趙叔雍回憶錄 趙叔雍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71 臧卓回憶錄: 藏書與讀史 臧卓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88 民初命案: 陳其美的黑道傳奇 張耀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5395 鎮國之寶: 狄仁傑 洪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09 《新月》政論: 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8-1931)邵建編選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16 這不是一本情愛指南: 我們時代的慾望地圖 端工作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23 爺們的天空: 金門學術研究略論 羅志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30 中國人這回事. I, 遠古至東周: 神話與真象的分野李乃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47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 人權與安全的多元議題探析林盈君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54 中國人這回事. II, 秦漢至南北朝: 長城內的大一統面貌李乃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61 中國人這回事. III, 隋唐至蒙元: 長城外面是故鄉李乃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78 中國人這回事. IV, 明清至現代: 全球化趨勢下的中國李乃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85 楊翠喜.聲色晚清 蔡登山, 柯基生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1692 光復與佔領: 國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接收 楊護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12 風: 中國古代春宮秘戲圖講 殷登國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340243 大風之歌: 38位牽動臺灣歷史的時代巨擘 高關中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903 mBot入門與實習: STEM整合式機器人學習 吳志宏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0996 波克夏沒教你的價值投資術 John Mihaljevic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翰尼斯企業



9789869327503 非常潛力股 Philip A. Fisher著; 陳民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7510 與趨勢共舞: 以法則為基礎的資金管理方法 Gregory L. Morris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527 股市獲利倍增術 Jason Ke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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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1596 荒神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平裝 1

9789865651602 Gifted 山田宗樹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619 惡德偵探制裁社. 2: 狩獵死神的女孩 松岡圭祐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626 觸發警告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633 百瀨,看我一眼 中田永一著; 鐘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640 D機關. 4, last waltz 柳廣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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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7394 生涯輔導系列: 履歷撰寫 陳明琪, 張誠允, 李晉作 平裝 1

9789869352802 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 母嬰居家聯盟 辛宜津, 周燦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681 現代思潮研討會. 第15屆: 變遷中的「文化研究」景觀: 新媒體科技與網路文化的視野研討會論文集余國強, 陳韻如, 蔡政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681 現代思潮研討會. 第15屆: 變遷中的「文化研究」景觀: 新媒體科技與網路文化的視野研討會論文集余國強, 陳韻如, 蔡政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醒吾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大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獨步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667 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二十七屆. 2016葉介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674 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27屆. 2016 葉介山編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592 嚕嚕 愛雪莉.安文; 嚴凱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608 神奇穿衣鏡 愛雪莉.安文; 孫慧榆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9940 椰子油讓我年輕十歲 王康裕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422 藥師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1439 三十七道品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2

9789869291439 三十七道品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1446 三十七道品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1446 三十七道品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1477 八大人覺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1491 Being At Peace(Lessons on Living & Dying) Shih Cheng Yen[編著] 其他 1

9789869330404 心寬念純: 追求美善人生 釋證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30411 香果與毒果(中英對照)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435 三十七道品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穆拉德加捷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翰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852 黃憲之拼音字型書法選 黃陳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906 王鐸行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176913 何紹基隸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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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142680 歷代連珠評釋 王令樾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697 清季籌藏奏牘 吳豐培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2703 汲古閣鈔宋金詞七種 陳三聘等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703 汲古閣鈔宋金詞七種 陳三聘等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710 契丹史論叢 王民信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710 契丹史論叢 王民信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727 唐詩品彙 (明)高棅編選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2734 舊遊散記 札奇斯欽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741 墨子虛詞用法詮釋 謝德三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758 趙孟頫文學與藝術之研究 戴麗珠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765 廣韻版本考 朴貞玉, 朴現圭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772 中原音韻及正語作詞起例 陳新雄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772 中原音韻及正語作詞起例 陳新雄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142789 以廣韻諧聲證江氏元部獨立說 古琴芳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796 周濂溪太極圖說考辨 周學武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802 墨子虛詞用法研究 謝德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819 周詞訂律 楊易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學海



9789576142819 周詞訂律 楊易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142826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著; 黃坤堯, 鄧仕樑校訂索引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3144 叫我第一名: 總統裁縫師李萬進,西服職人的究極之路張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434 創意造型蛋糕裝飾 何國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441 經典手作在地糕餅 林宥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31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korean. basic. 1, fluency moduleMike Campbell編] 平裝 1

9789865677152 Glossika大量句子: 韓語: 流利訓練基礎. 1 康邁克, 陳珮瑜, Jisoo Yi編著 平裝 1

9789865677596 Glossika大量句子: 韓語: 流利 康邁克, 李知秀,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7602 Glossika大量句子: 韓語: 流利 康邁克, 李知秀,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7761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Kore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isoo Yi[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762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Kore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isoo Yi[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7778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Min Taiwanese Hokkie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7779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Min Taiwanese Hokkie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780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Min Taiwanese Hokkie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40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Belarus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Anna Yurusov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841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Belarus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Anna Yurusova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9

獨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膳書房文化



978986564842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Belarus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Anna Yurusova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893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94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95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Urszula Gwaj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56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57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58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07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Vietnamese(North)FluencyMichael Campbell, Viet Khoi Nguyen編著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08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Vietnamese(North)FluencyMichael Campbell, Viet Khoi Nguyen編著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09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Vietnamese(North)FluencyMichael Campbell, Viet Khoi Nguyen編著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37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erb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38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erb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39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erb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55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urk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vut Deger[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56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urk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vut Deger[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57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urk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vut Deger[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746 Glossika大量句子: 芬蘭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Martina Taskinen,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753 Glossika大量句子: 芬蘭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Martina Taskinen,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760 Glossika大量句子: 芬蘭語流利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 Martina Taskinen,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93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ahili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Kairukabi Super Vedasto[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94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ahili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Kairukabi Super Vedasto[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95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ahili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Kairukabi Super Vedasto[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25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reek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26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reek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27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reek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28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ongol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29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ongol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30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ongol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31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indi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Shashank Maurya[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32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indi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Shashank Maurya[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33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indi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Shashank Maurya[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43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andarin chinese(Beijing)fluencyMichael Campbell, Yuan Ya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44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andarin chinese(Beijing)fluencyMichael Campbell, Yuan Ya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45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andarin chinese(Beijing)fluencyMichael Campbell, Yuan Ya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46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andarin chinese(Taiwan)fluency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47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andarin chinese(Taiwan)fluency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48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Mandarin chinese(Taiwan)fluency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60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exican spanish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Daisy Gomez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61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exican spanish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Daisy Gomez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620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exican spanish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Daisy Gomez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705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標準阿拉伯文流利 陳珮瑜, Zainab Dahou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712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標準阿拉伯文流利 陳珮瑜, Zainab Dahou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729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標準阿拉伯文流利 陳珮瑜, Zainab Dahou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88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89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90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23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ndones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24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ndones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25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ndones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610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fin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Martina Taskine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627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fin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Martina Taskine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641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fin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Martina Taskine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67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ngar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András Matuz[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68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ngar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András Matuz[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69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ngar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András Matuz[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4655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Fluidez. 2Daisy Gomez,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49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donesio Fluidez. 3Daisy Gomez,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48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Fluidez. 1Daisy Gomez,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62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Fluidez. 3Daisy Gomez,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79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Taiwanés Fluidez. 2Daisy Gomez, Tsan I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86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kore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93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kore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709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kore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71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Amerikanisch Engl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72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Franzö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Maxime Paqu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730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Japonés Fluidez. 1Daisy Gomez, Shirakaw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74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Alemán Fluidez. 3Daisy Gomez,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75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taliano Fluidez. 3Daisy Gomez, Michele Fortu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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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38642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セルビア語 流暢. 3 Shirakawa,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3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ベラルーシ語 流暢. 1 Shirakawa,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4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ペイン語 (メキシコ) 流暢. 3Shirakawa, Daisy Gome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5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イタリ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Michele Fortu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6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客家語 流暢. 1 Shirakawa,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7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ヒンディー語 流暢. 2 Shirakawa, Saumya Noah[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8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ラビ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49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フィンランド語 流暢. 3 Shirakawa, Martina Taskin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0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ポーランド語 流暢. 2 Shirakawa, Urszula Gwaj[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1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エストニア語 流暢. 3 Shirakawa, Rüüt Kaljul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2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台湾語 流暢. 1 Shirakawa, Tsan I̍ 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3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ドイツ語 流暢. 2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4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フランス語 流暢. 3 Shirakawa, Maxime Paqu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5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ペイン語 (メキシコ) 流暢. 1Shirakawa, Daisy Gome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6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ペイン語 (メキシコ) 流暢. 2Shirakawa, Daisy Gome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7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ルメニ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Emil Manuk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8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モンゴル語 流暢. 3 Shirakawa,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59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メリカ英語 流暢. 2 Shirakawa,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0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ウクライナ語 流暢. 1 Shirakawa,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1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フィンランド語 流暢. 2 Shirakawa, Martina Taskin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2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ブラジルポルトガル語 流暢. 3Shirakawa, Isabel Carneiro[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3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トルコ語 流暢. 2 Shirakawa,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4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ベトナム語 流暢. 1 Shirakawa, Nguyêñ Viêṭ Khô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5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ベラルーシ語 流暢. 3 Shirakawa,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6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中国語 (繁體字版) 流暢. 1 Shirakawa,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7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オランダ語 流暢. 2 Shirakawa, Jan Baar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8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ルメニ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Emil Manuk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69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インドネシ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0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エストニ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Rüüt Kaljul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1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広東語 流暢. 2 Shirakawa, Percy Wo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2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ギリシャ語 流暢. 1 Shirakawa,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3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ウクライナ語 流暢. 2 Shirakawa,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4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中国語 (簡體字版) 流暢. 3 Shirakawa,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5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トルコ語 流暢. 1 Shirakawa,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6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イタリア語 流暢. 3 Shirakawa, Michele Fortu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7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ドイツ語 流暢. 3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8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ラビア語 流暢. 3 Shirakawa,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79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ハンガリー語 流暢. 2 Shirakawa, András Matu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0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フィンランド語 流暢. 1 Shirakawa, Martina Taskin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1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ブラジルポルトガル語 流暢. 1Shirakawa, Isabel Carneiro[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2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ペイン語 (ヨーロッパ) 流暢. 1Shirakawa, Nuria Porr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3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セルビ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4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セルビ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5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フランス語 流暢. 2 Shirakawa, Maxime Paqu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6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フランス語 流暢. 1 Shirakawa, Maxime Paqu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7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ヒンディー語 流暢. 1 Shirakawa, Saumya Noah[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8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ペイン語 (ヨーロッパ) 流暢. 3Shirakawa, Nuria Porr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89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エストニ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Rüüt Kaljul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0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ベラルーシ語 流暢. 2 Shirakawa,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1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中国語 (簡體字版) 流暢. 1 Shirakawa,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2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中国語 (簡體字版) 流暢. 2 Shirakawa,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32 Glossika 大量句子訓練法: 法語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Maxime Paqu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4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ヒンディー語 流暢. 3 Shirakawa, Saumya Noah[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5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中国語 (繁體字版) 流暢. 2 Shirakawa,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6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客家語 流暢. 3 Shirakawa,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7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ラビ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8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ブラジルポルトガル語 流暢. 2Shirakawa, Isabel Carneiro[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699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ポーランド語 流暢. 1 Shirakawa, Urszula Gwaj[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0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ハンガリー語 流暢. 3 Shirakawa, András Matu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1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ハンガリー語 流暢. 1 Shirakawa, András Matu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2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カタロニ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3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タイ語 流暢. 2 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45 Glossika 大量句子訓練法: 波蘭語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Eliza Lud[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5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広東語 流暢. 1 Shirakawa, Percy Wo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6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イスランド語 流暢. 2 Shirakawa,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7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メリカ英語 流暢. 3 Shirakawa,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8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ポーランド語 流暢. 3 Shirakawa, Urszula Gwaj[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09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台湾語 流暢. 2 Shirakawa, Tsan I̍ 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0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ロシ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1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タイ語 流暢. 3 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2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カタロニア語 流暢. 3 Shirakawa,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3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ドイツ語 流暢. 1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4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台湾語 流暢. 3 Shirakawa, Tsan I̍ 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5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ロシア語 流暢. 3 Shirakawa,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6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韓国語 流暢. 3 Shirakawa,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7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トルコ語 流暢. 3 Shirakawa,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8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モンゴル語 流暢. 1 Shirakawa,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19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ギリシャ語 流暢. 3 Shirakawa,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0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オランダ語 流暢. 1 Shirakawa, Jan Baar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1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ウクライナ語 流暢. 3 Shirakawa,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2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客家語 流暢. 2 Shirakawa,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3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ペイン語 (ヨーロッパ) 流暢. 2Shirakawa, Nuria Porr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4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韓国語 流暢. 2 Shirakawa,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5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イタリ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Michele Fortu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6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ワヒリ語 流暢. 3 Shirakawa, Yusufu Yoha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7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イスランド語 流暢. 3 Shirakawa,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8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ワヒリ語 流暢. 2 Shirakawa, Yusufu Yoha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29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ロシア語 流暢. 1 Shirakawa,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0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ベトナム語 流暢. 2 Shirakawa, Nguyêñ Viêṭ Khô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11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カタロニ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2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広東語 流暢. 3 Shirakawa, Percy Wo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3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中国語 (繁體字版) 流暢. 3 Shirakawa,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4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ウェーデン語 流暢. 2 Shirakawa, Markus Bruu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59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イスランド語 流暢. 1 Shirakawa,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66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ワヒリ語 流暢. 1 Shirakawa, Yusufu Yoha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7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スウェーデン語 流暢. 1 Shirakawa, Markus Bruu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8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タイ語 流暢. 1 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39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インドネシア語 流暢. 2 Shirakawa,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40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モンゴル語 流暢. 2 Shirakawa,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540 Glossika 大量句子訓練法: 捷克語 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Hana Walder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557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標準阿拉伯文 流利. 2 Sheena Chen,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564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標準阿拉伯文 流利. 1 Sheena Chen,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571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標準阿拉伯文 流利. 3 Sheena Chen,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588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印尼語 流利. 2 Sheena Chen,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59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ithuanian Fluency. 1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618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印尼語 流利. 3 Sheena Chen,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62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ithuanian Fluency. 3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63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ithuanian Fluency. 2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368 店長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增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3690375 店長數據化管理技巧 任賢旺, 江定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399 情商管理培訓遊戲 江凱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05 部門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 秦建成編著 增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3690412 企業培訓遊戲大全 李德凱, 陳文武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9

送存冊數共計：338

憲業企管



9789863690429 如何預防採購舞弊 翁世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36 開店創業手冊 葉斯吾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443 應收帳款的管理與催收 鄭宏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50 連鎖業商品開發與物流配送 黃憲仁, 周明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67 連鎖業加盟招商與培訓作法 鄭志雄, 黃憲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036 邊旅行邊賺錢,世上最爽的工作: 從素人變達人,變身旅遊作家必修的5堂課!蔡知亭, 朴東植, 柳禎烈著; 劉小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36 邊旅行邊賺錢,世上最爽的工作: 從素人變達人,變身旅遊作家必修的5堂課!蔡知亭, 朴東植, 柳禎烈著; 劉小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43 韓國人氣咖啡廳主廚教你做!90道手作幸福早午餐李松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43 韓國人氣咖啡廳主廚教你做!90道手作幸福早午餐李松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04 自我維持的聚落: 高雄那瑪夏區民權臺地 李彥頤, 蘇瑛敏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06935 跨域設計技術、知識與產學研討會. 2016 汪碧芬, 許正旺, 鄢菁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28 創新、整合與應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樹德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噶舉大祈願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9789868768758 離四貪執: <>釋論 第四世蔣貢康楚仁波切作; 大衛.噶瑪確佩藏譯英;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178 王子殿下修業中 M貓子著; 夜襲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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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9200 風起雲湧阿罩霧: 霧峰林家開拓發展史 謝仁芳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270 基礎圖學解題大全 李俊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287 樂透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周士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24 家政群色彩概論總複習 曾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48 家政群專-總複習 郭宜君, 蔡政玲, 李季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23 設計基礎解題大全 蕭嘉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30 新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精通 龍騰餐旅編輯小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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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2178461 新關鍵地理學測講義 呂昱文, 蔡慧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85 (滿級分)化學學測通 王瓊蘭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492 UPUP公民與社會學測講義 徐淑華, 郭嘉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508 突破字彙力 Rosi Hewitt, Geoffrey Oxley, 林怡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螞蟻創作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貓羅新庄文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356 My first journey book home 平裝 1

9789865790363 My first journey book park 平裝 1

9789865790370 My first journey book department stor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936 當代臺灣的日本研究: 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與實踐林文程, 李世暉, 郭育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967 日本語HAI 林欐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0974 人之初.國之史: 21世紀臺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楊雅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06 官僚回應性: 臺灣經驗的觀察與省思 廖洲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13 古典詩詞的現代詮釋 王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37 交通執法與交通事故論 張文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44 票據時效論: 以日本法為中心 賴世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51 從對話到共識: 你我共同的臺灣 張燦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8439 入菩薩行導論 如石法師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7811 每天默想聖經的女人: 金良在牧師教你默想聖經金良在著; 張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828 教會輔導概論: 理論與實務 彭懷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諦聽文化

學齡國際



9789575567835 無所謂「同性婚姻」: 婚姻的本性與價值 柯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9662 惡鬼樓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86 少主的鬼醫 辛嘉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93 引狼入被窩 梓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09 影帝的高調求愛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763 323天最棒的歸零旅行!. vol.3: 寶物:雪中的料理 范華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6522 人的莊園: 周慶輝 周慶輝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51 幸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嶺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聯合百科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秀視覺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邀月文化



9789866527364 中華烹飪學基本原理 季鴻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7371 黔之味,大廚帶你吃貴州 吳茂釗, 葉國憲, 何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7388 天府四川精典小吃 舒國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6188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 V, 鄉村婚禮籌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彤雅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279 野狼叔叔生氣了 蘇斯.巴勒史特羅斯(Xose Ballesteros)文; 羅傑.烏勒莫斯(Roger Olmos)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286 一天一朵雲 馬可.范德格林特(Marc van de Griendt);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351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蔡志英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417351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蔡志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599 彌勒皇道行. 三十五部曲, 上帝之手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605 彌勒皇道行. 三十六部曲, 生命永續之道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612 彌勒皇道行. 三十七部曲, 宇宙天子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環球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繆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展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409 韓國高麗大.博士王永一教授的初級韓文 王永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796 用心醫病: 新時代身心靈整體健康觀 許添盛, 王季慶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436819 遇見自己 Tere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826 活出無限 張鴻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833 30天學會靈魂出體 Rick Stack作; 賽斯編譯小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840 你可以不生病: 身心靈健康療法15式 許添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857 在孩子心裡飛翔: 許醫師48個親子共處妙方 許添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864 愛是你,愛是我: 許醫師穿越真情烈愛的療傷處方許添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871 心能源: 信念的神奇創造力 許添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888 你的珠寶盒夠大嗎?: 身心富足的煉金術,讓你輕鬆賺到全世界張鴻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895 早期課 Jane Roberts著; 陳秋萍譯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6436901 自癒力健康法: 啟動身體偉大的自我療癒力量 許添盛口述; 張郁琦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1198 <>的驚人財富翻倍術!: 學會這2招抓牢大飆股,連口袋只剩3萬塊的門外漢都能6年賺千萬、年獲利40%UP!陳喬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趨勢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送存冊數共計：3

韓研中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斯文化



9789570846423 阿爾卑斯山的晚霞 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85 德意志意識型態. I, 費爾巴哈原始手稿 Friderich Engels, Karl Marx著; 孫善豪譯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246 西田幾多郎: 生與哲學 Fujita Masakatsu著; 林永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284 被扭曲的中國: 誤導全世界的49個迷思 Marte Kjær Galtung, Stig Stenslie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291 度越 施叔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307 燃盡的地圖 安部公房著; 邱振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314 沙漠女王戈楚.貝爾 Georgina Howell著; 洪芙蓉, 吳敏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321 家有小搗蛋: 給新手爸媽的不抓狂育兒指南 Bunmi Laditan著; 沈曉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338 宗教的現代變貌 思想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345 唐代高層文官 賴瑞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369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47369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0847376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0847376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其他 第3冊 2

9789570847383 吃什麼顏色好呢? 朴寶英著;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390 魔法女巫的奇特食物 趙在恩著; 崔靜仁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406 冷熱料理比一比 朴寶英著; 江水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413 最佳食物拍檔 朴寶英著; 林真雅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437 創新六策: 寫給創新者的關鍵思維 洪世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444 月夜.驛站.夜快車 陳啟淦著; 余瑤傑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451 遠在呎尺: 羅智成的旅行攝影 羅智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468 思想史. 6, 專號: 五四新文化運動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475 迷宮書店 羅智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550 松竹雨依依 儲砥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567 貓.島.覽: 來去日本離島找貓玩! 南幅俊輔著; WJ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574 托雅搬家 伊琴諾夫.岡巴特著; 巴桑蘇仁.波露茹瑪繪; 林真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581 家在巴黎 西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598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 黃惠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604 廿年民主路 臺灣向前行 蕭新煌, 林敏聰, 林宗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611 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 吳文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642 大人的地圖學 Anne Rooney著; 馮奕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659 君師道合: 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 魏月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666 現文因緣 白先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03 武醫八段錦 張振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7703 武醫八段錦 張振澤著 初版 其他 2

9789570847710 寫托邦與消失咒 潘國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27 緬甸: 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 Delphine Schrank著; 高平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34 世界美如斯: 海外文學織錦 荊棘, 雲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34 世界美如斯: 海外文學織錦 荊棘, 雲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41 遇見,生命最真實的力量: 一個諮商心理師的修練筆記胡展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758 我的小小朋友 Kitty Crowther著; 高郁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765 跟著韓劇韓歌學韓語: 101句不能忘的經典 朴芝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7772 爸爸山 曹益欣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796 鄧小平: 革命人生 Alexander V. Panstov, Steven I. Levine著; 吳潤璿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802 人類的故事 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819 聽靈媒說: 安部公房短篇小說集 安部公房著; 林皎碧, 島田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826 新春集 Heinrich Heine著; 梁景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864 雄辯風景: 當代散文論. I 鍾怡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871 后土繪測: 當代散文論. II 鍾怡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895 同一首歌,無盡的唱著 陳福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901 聽好了,古巴很重要! Tom Haycen著; 馮建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069 思想, 31: 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5

薇閣文化



9789867720313 臺北市私立薇閣小學英文單字本 薇閣小學外語處英文教師群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720320 臺北市私立薇閣小學英文單字本 薇閣小學外語處英文教師群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720337 臺北市私立薇閣小學英文單字本 薇閣小學外語處英文教師群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295 快樂聽學新聞日語. 2 加藤香織編著; 林彥伶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4995 人體農場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著; 蔡梵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5022 奧黛麗.赫本: 甜蜜的日常.美味的記憶 盧卡.多堤(Luca Dotti)著; 莊靖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355091 百變瑪德蓮: 輕鬆烤出125道優雅法式貝殼點心 芭芭拉.費德曼.莫斯(Barbara Feldman Morse)著; 吳惠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107 禁忌之子. 2, 狩獵 莎莉.葛林(Sally Green)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114 不同版本的我們 蘿拉.巴奈特(Laura Barnett)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138 圖解建築物理環境入門: 一次精通空氣、溫度、日照、光、色彩、聲音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應用原口秀昭著; 陳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145 暗黑中,望見最美麗的小事: 接受不完好、活出自己的56道練習雪兒.史翠德(Cheryl Strayed)著; 賈可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152 不確定方向時,最好選擇繞遠路: 一手打造無印良品,松井忠三的「覺悟工作學」松井忠三著; 劉格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169 跑者都該懂的跑步關鍵數據: 透過跑錶解析自己的跑力,突破瓶頸,進行有效率的科學化訓練徐國峰, 莊茗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176 一張六十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 守護社區40年,社企女先鋒的「關懷式經濟」實踐之旅茱蒂.威克斯(Judy Wicks)著; 祁毓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183 歐文字體. 2: 經典字體與表現手法 小林章著; 葉忠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190 紙的百知識: 發明、製造、應用、再生,100個關於紙的知識考王子製紙著; 李漢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213 黑殼 J. 坎特.梅森(J. Kent Messum)著; 栗筱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237 飛行的奧義: 時間、地理、科學,詩人飛行員探索天地奧秘的自然觀察馬克.凡霍納克(Mark Vanhoenacher)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鴻儒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467 出埃及記研讀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377 國王的驢耳朵們 蕭詩著 平裝 1

9789869269384 永夜的世界: 戰爭大陸 談惟心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4503 永夜的世界: 戰爭大陸 談惟心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69391 永夜的世界: 戰爭大陸 談惟心作 平裝 中冊 1

9789869314510 黑犛牛犄角上的潔白哈達 火日丹著 平裝 1

9789869314510 黑犛牛犄角上的潔白哈達 火日丹著 平裝 1

9789869314541 鬼屋食堂 路邊攤著 平裝 1

9789869314558 崖頭坪馬幫的血色花兒 火日丹著 平裝 1

9789869314565 走讀一座城市: 歐陸人文風采之旅 阡陌作 平裝 1

9789869314589 異岸之火 王一笑作 平裝 1

9789869314596 顧曉軍小說. 二 顧曉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0828 御膳房的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835 御膳房的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061 閨秀不想婚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078 千歲千千歲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139 小女踩高門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177 嬌養小主母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藍海製作

歸主



9789864651184 嬌養小主母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726 妒行天下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733 飯桶小嬌女 錦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1740 飯桶小嬌女 錦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764 富貴管事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771 回鍋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788 回鍋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795 回鍋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801 後宮混口飯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818 後宮混口飯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825 後宮混口飯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832 後宮混口飯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849 步步高嫁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856 步步高嫁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863 步步高嫁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870 步步高嫁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887 步步高嫁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894 錢精閨女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900 相爺的私房藥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917 吉時出嫁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924 吉時出嫁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931 吉時出嫁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948 吉時出嫁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955 吉時出嫁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979 妻名滿京 回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1986 妻名滿京 回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993 大富當家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006 夫人掌食方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013 一夜成妃 唐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020 武力全開小萌妃 陸司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2037 武力全開小萌妃 陸司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2044 書香財女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051 書香財女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068 書香財女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075 書香財女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082 書香財女 微甜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099 福運小農女 青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105 福運小農女 青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112 福運小農女 青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129 福運小農女 青葫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136 福運小農女 青葫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143 福運小農女 青葫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2150 醫路嫁王府 水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167 醫手擒夫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174 錢袋主母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181 驕管家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198 小官女高嫁 白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204 小官女高嫁 白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211 小官女高嫁 白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228 殿下福妻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2235 殿下福妻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2242 龍套太子妃 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52259 龍套太子妃 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52266 龍套太子妃 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52273 朱門嬌兒 魚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280 朱門嬌兒 魚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297 朱門嬌兒 魚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303 朱門嬌兒 魚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310 醫藥小娘子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327 醫藥小娘子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334 醫藥小娘子 唐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341 鎮國女神醫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358 掉包皇后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365 三嫁不是簡單活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47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黃源協, 蕭文高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488 管理學: 創新與挑戰 張國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495 性別教育與生活 陸偉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501 產業經濟學: 理論與實際 陳正倉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518 國際金融概論 黃志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525 總體經濟學 Frederic S. Mishkin著; 黃健杰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714 似意之間.蔡國傑的文化書寫 蔡國傑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500 藥師教你看廣告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70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薩摩亞商一諾藝術



9789869328517 癌症如何不轉移?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24 癌細胞愛吃糖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31 癌篩?暫借問!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48 癌症病人性生活障礙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702 俄羅斯典藏晚清木版年畫 楊玉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01722 唐詩三百首集釋 蘅塘退士手編; 鴛湖散人撰輯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575201739 淮南子 高誘註 初版四刷 精裝 1

9789575201746 增訂篆刻入門 嚴一萍編著 初版三刷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809 椰子夢 紅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213 Singing mommy, happy baby 吳玉霞, 梁馨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6220 Singing mommy, happy baby 0-3歲親子音樂英文遊戲書吳玉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6237 音樂.節奏.動起來: 繪本 吳玉霞編著; 亨利廣告設計繪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爆米花創意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蹴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豐饒文化



9789869286244 音樂.節奏.動起來: 親子遊戲書 吳玉霞編著; 亨利廣告設計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168 斷指弦 鬼谷女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0175 斷指弦 鬼谷女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3310 繽紛細緻!看了就想跟著做のKokoma翻糖甜點 Kokom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34 越吃越瘦!半斷食排毒清腸法 王尉青作; 陣秀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41 咖啡研究室 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58 親子露營野炊料理: 親子一起動手做,90道快速美味料理,享受全家人的野炊樂趣!太田潤作;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89 神奇的糖尿病救命奇蹟 向紅丁, 張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215 養好內分泌,子宮好、經期順 柳順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222 航海王最終研究3.D之謎: 隱藏在3個關鍵人物與「D」之下的謎團航海王「3D」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239 灌籃高手最終研究 灌籃高手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572 袁騰飛講日本史 袁騰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356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 2 Lifeng Tseng, Difeng Chueh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繪虹企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40142 薄膜光學與鍍膜技術 李正中編著 第八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02 張大千vs.石濤書畫 林秀薇撰文; 何恭上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546 新時代自癒天然飲!神奇の米奶 大久保朱夏作; 王淳蕙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542 你被孩子3C勒索嗎?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59 雨 黃錦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66 別怕安眠藥: 正確用藥,解除失眠魔咒 陳俊欽, 賴奕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73 另一個人的心 塔提娜.德羅尼(Tatiana de Rosnay)作;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8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菲利普.德朗(philippe Delerm)作; 田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97 從此,不再複製父母婚姻: 35種練習,揮別婚姻地雷,找回幸福黃之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03 轉身的幸福: 律師娘x愛情辯護 林靜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27 叫我自己親愛的: 瑞蒙.卡佛談寫作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作;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34 允許悲傷: 最溫柔的療癒 馮以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覺無憂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8428 千年明月: 江曉航觀音藝術特展 江曉航, 江昇翰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908 學測數學科十年歷屆試題地毯式詳解與考點分析蘇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1915 學測數學科十年歷屆試題地毯式詳解與考點分析蘇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22 節操養正氣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2

9789869238922 節操養正氣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9789869238939 清靜真詮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9789869238939 清靜真詮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9789869238939 清靜真詮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9789869238939 清靜真詮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45711 王仁志伊犁州采風畫集: 丙申年輯. 2016 王仁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8715 蘭薈筆藝學會第四次書法展專輯 邢莉麗執行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薈筆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蘭亭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勤數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333 民法概要 蔡志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45340 這是一本立法程序與技術解題書 甘興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5357 強制執行法爭點地圖 銘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5364 獅子與火龍果 走路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5371 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 薏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5388 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小百合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45395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 謝安、張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4937 這是一本刑法法典 周易, 大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74944 羅文國考公民 羅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74951 施慧玲的媽媽經: 不一樣的自閉兒 施慧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4968 這是一本政治學解題書 程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4975 就是這本強制執行法體系+解題書 黃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4982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274999 都市更新推動師必勝攻略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209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薏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98216 這是一本刑法分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98230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2016 植憲編著 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8254 這是一本高考刑法解題書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285 好真!模擬考: 律、司新制第一試. 2016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292 這是一本公司法解題書 楊耀, 明白, 朱熹編著 四版 平裝 3

9789869298292 這是一本公司法解題書 楊耀, 明白, 朱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23505 都市更新超簡單: 防災都更DIY(都市更新160問) 林志銘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3512 就是這本社會學體系+解題書 莎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3536 這是一本公務員法解題書 甘興霸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243 就是要爆笑啊!不然要幹嘛?: 最經典的腦筋急轉彎范周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50 說好了這一次絕不辭職: 不逃避勇敢面對職場的8堂課何俐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67 見鬼之軍中鬼話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74 福爾摩斯推理事件: 失控的詭計 夏洛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81 「普通人」的成功法則: 對自己狠一點,逆轉人生50個必修學分陳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98 顛覆厚黑心理學 李宗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04 上班危險,小心輕放: 完美對付工作危機的生存技巧何俐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11 福爾摩斯推理事件. 2, 密室殺人事件 夏洛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28 見鬼之校園鬼話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42 摩薩德: 以色列情報特務局祕密檔案 梁維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59 江湖: 三教九流八大門的江湖祕史 袁子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4873 來吧!青春鬥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880 意外的旅程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897 大熊的白日夢境 陳柏男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903 有關音樂的100道星光 邢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910 難得友情人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927 說不出口的煩惱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934 最難忘的你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941 散財童子驚魂記 維他命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958 披著狼皮的小羊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6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驛站文化



9789865864965 不是說好了嗎?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972 汪汪博士歷險記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989 來自星星的友情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996 三傻白目下凡間 小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6825 老房子: 短篇小說集 李安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34 荊都夢. 下, 醉枕南疆 綠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40 袖手人: 柏樺詩集 柏樺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63 走進英雄島: 金門戰地巡禮之旅 楊政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00 風騷與豔情: 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 康正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24 春釀: 陳司亞中短篇小說集 陳司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31 臺北翅膀: 秀實詩集 秀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55 燈籠花: 利玉芳詩集 利玉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86 中國現代文學 女作家趙清閣選集 趙清閣原著; 洪鈐編選;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23 生活中的火金星: 謝碧修詩集 謝碧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30 用LINE、FB賺大錢!: 第一次經營品牌就上手 原來, 葉方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54 東巴爾幹半島3國22天自助超簡單: 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曹嘉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54 東巴爾幹半島3國22天自助超簡單: 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曹嘉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61 捏出創意力: 15個童玩黏土親子手作 黃靖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78 謎.事件簿: 李若鶯詩集 李若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85 憤怒的吳自立 歐陽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92 春天裡的人與鳥: 楊敏京散文集 楊敏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05 百年寂寞 李安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12 出日: 慧子詩集 慧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29 人魚之夢 馬卡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釀出版



9789864451036 落泥: 臺灣客語詩選 張芳慈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43 胖打與北七熊 韋采伶, 大衛.霍金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50 心悶: 凃妙沂詩集 凃妙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67 船上的人: 越南大時代小說集 潘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74 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81 我們 姚時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098 黃金穀進行曲 何元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04 寅 張心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11 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28 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35 荷必多情 林秀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42 失控的邱比特: MINI小說 陳琨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59 乳頭上的天使: 陳克華情色詩選,1979-2013 陳克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66 與山同行 林金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73 島嶼山海經: 城音 十三等作; 葉士賢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4451180 再譯菜根譚(英漢對照) 金莉華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197 千猴.沒大.沒小: 林煥彰詩畫集 林煥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03 十年,才開始: 泰華<>十年詩選 林煥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10 走吧!西安有本事翻玩世界古都第一城! 粟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27 尋覓,在世界的裂縫 洪淑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34 詩/畫: 對話 辛金順著; 陳琳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41 流浪紐西蘭,車子就是我的家: 不只打工度假,實現夢想的瘋狂270天洪舜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58 記憶 零度C: 陳乙緁散文集 陳乙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65 火鳥宮行動 提子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89 耕情.啟思.在地心: 林政華詩文集 林政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296 小說之神就是你: 暢銷作家百萬滾錢術,你不可不知的寫作心機紀昭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02 啟動自癒力,告別感冒不生病 王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19 把脈自學聖經 王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51340 加拿大旅居記事: 我的陽光與夢中原野 吳蘊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64 作文課沒教的事: 培養寫作力的6項修練 王乾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25 鬼戀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007 教你如何過,無毒生活 江晃榮, 陳靈悅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15 DIY: I-Ching & Modern Feng Shui: 易經與現代風水Roger WU, 吳治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376 劉兆麟書法選集 劉兆麟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0198 潛沙記 休豪伊(Hugh Howey)著; 穆卓芸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128

送存冊數共計：943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鸚鵡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40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1

靈悅自然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