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07 桃園新竹義民文化祭: 觀音、中壢聯庄祭典活動紀念特刊. 2015黃家茹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297 親手做最安心!4-6個月寶寶副食品 樂媽咪孕產專業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408 不挑食的美味!10-12個月寶寶副食品 樂媽咪孕產專業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422 多元化的營養!7-9個月寶寶副食品 樂媽咪孕產專業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477 超美味私房餃子 樂媽咪名廚團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484 百變人氣蛋料理 樂媽咪名廚團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871 孕期營養全指南: 養胎瘦孕胖寶不胖媽100道料理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895 小白魚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305 好棒!小白魚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312 小白魚的生日派對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367 我的第一本恐龍博士小百科 江淑燕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374 我的第一本動物博士小百科 江淑燕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381 我的第一本海洋博士小百科 江淑燕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2629 恐龍世界冒險之旅 張雅雯[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72636 居家空氣天然淨化器: 有效淨化室內空氣的116種植物謝彩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643 百萬媽媽都說讚的影音坐月子書: 產後護理200道月子餐&運動塑身操孟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650 名著大家讀: 世界經典童話20篇 西本雞介, 大石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716 吃對食物 養好眼睛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50401~10506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2015褒忠亭觀音中壢聯庄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9789869280747 快樂畫.開心玩創意畫畫書: 穩定孩子情緒的65個遊戲萊斯利.艾仁賽德, 海雅.艾仁賽德作; 約翰.畢格伍繪;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754 創意著色自己畫: 專注力100兒童彩繪書 蘿倫.法恩斯沃文字; 切莉.卡洛等繪;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761 回復孕前纖瘦好氣色的450道月子餐: 專為產後黃金四週量身打造的全營養食譜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658 準媽咪全方位孕產の寶典: 從備孕到生產,秘笈全面大揭密!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606 健康居家,從種一盆好花開始: 學會花草養護,39種保健花草輕鬆養謝彩雲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011 Manto數字油畫平面圖集. 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007 臺灣永續報告現況與趨勢. 2016 March 李振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607 艾麗絲夢遊記 In Dreams 徐鈺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402 SPA心哲學 唐金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igher Education Forum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Galerie F&F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er spa和和恬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喆叡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SRone永續報告平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4207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平裝 1

9789865654214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fe science&biological engineering 平裝 1

9789865654221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 平裝 1

9789865654238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平裝 1

9789865654245 Proceedings of glob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565425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平裝 1

9789865654269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psychology and society. 2015 平裝 1

9789865654276 Proceedings of the glob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GCEP2015) 平裝 1

9789865654283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平裝 1

9789865654290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平裝 1

9789865654306 Proceedings of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AICEPS) 平裝 1

9789865654313 Proceeding of global engineering & applied science conference(GEASC) 平裝 1

9789865654320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science(ICFA) 平裝 1

9789865654337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平裝 1

9789865654344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ciences. 2016(ICAS) 平裝 1

9789865654351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s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TLSBE2016) 平裝 1

9789865654368 Proceeding of asia-pacific symposium on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平裝 1

9789865654375 Proceeding of glob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GCBEN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0760 天涯海角熱蘭遮: 一個荷裔福爾摩沙人的追憶 林克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45 文青之死 賴香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90 四季紅 蔣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13 肥瘦對寫 董啟章, 駱以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20 傾聽 龍應台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INK印刻文學



9789863870937 色焰的盛宴: 李錫奇的藝術和人生 劉登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44 革命與詩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51 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 陳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68 那朵花,那座橋 李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975 世界早被靜悄悄換掉了 蔡俊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34 魔法非洲鼓手. 新手篇 趙偉竣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510 RGB海天遊蹤. 2016 RGB攝影團契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927 短期免疫 林鼎淵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696 算利教官教你: 存股利滾利 年領百萬 楊禮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702 算利教官教你: 存股利滾利 年領百萬 楊禮軒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7283719 怪老子教你這樣算 解答一生財務問題 蕭世斌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andynotion Design Workshop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RGB數位攝影研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4687 風格練習 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著; 周舟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4694 冰能 陳柏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102 桃紅柳綠 生張熟李 沈意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544 佛教真語.真言密教的實踐理論與方法 懷海圓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0551 至誠之語.真實語的祈願 懷海圓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209 臺灣MIT多肉植物藝術組盆雙年鑑 Emi Ja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5209 臺灣MIT多肉植物藝術組盆雙年鑑 Emi Jan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310 羊毛氈的時代敬意 高菁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341 新式露營教科書: 露營觀念、基本技巧、裝備添置、親子遊樂、野外料理一應俱全,輕鬆享受露營樂趣的完全圖解指南STEP CAMP監修; 高詹燦, 胡毓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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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研究所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起來

送存冊數共計：3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切智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本物研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9789869312301 企業倫理 經營之道: 改變企業從小事開始 丸山敏秋原著; 黃正勇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205 信心銘 圓暘法師講述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531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0冊 1

9789865904548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813 蜀洪遊記. 第十集, 美麗寶島臺灣 蜀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813 蜀洪遊記. 第十集, 美麗寶島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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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0181 峇里島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賴惠鈴翻譯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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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0488 京都.大阪.神戶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 鄧宜欣, 江思翰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495 福岡小伴旅: 門司港懷舊區.柳川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周葶葳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501 京都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婷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525 風日本!自行車玩轉26路線 實業之日本社作; 張雲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真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214 聲音王國 蔡叔玲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0490 對自己也要學會放手: 一位心理醫師的幸福處方箋,給總是愛擔心的你崔明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06 美書法 張喬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13 厲害店長帶人管理術: 從面試、接待、教育訓練,打造低離職率、100%顧客滿意度!清水均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37 寫一手漂亮花體英文字 馬瓊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82 活化血管.少一匙鹽更美味: 完美減鹽輕食譜 富野康日己, 堀越哲著; 殷婕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629 超完美食譜 落合務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81 當你的暖暖: 可不可以,喜歡很久很久 咻咻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98 當時不生氣就好了: 揮別心煩氣燥的冷靜思考術安藤俊介著; 丘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11 合氣靜心書法 夏繼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28 歡迎光臨!幸福,柴之里: 如果我們都是柴犬人之妄想劇場影山直美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35 寫一手漂亮花體英文字. 2 馬瓊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42 為什麼我們都不說真話?: 活得更自在,釋放人際壓力的21個正向思考練習古宮昇著; 蘇彥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59 小王子立體童話卡片 雅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805 窯火造景: 范振金釉彩展 游冉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人文遠雄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人上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8479 金背鳩奏鳴曲 郭鴻韻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8486 會飛的房子 郭鴻韻作 一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198493 會飛的房子 郭鴻韻作 一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5986 細胞的靈性療癒 Sondra Barrett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546 做自己的勇氣: 35歲以前,一定要成為的5種自己 魏棻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108 靠勢: 要變強?就站在比自己更強的人旁邊吧! 吳志雲, 江實銓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115 微調: 調整自我全新態度的5種關鍵方法 吳志雲, 沈宮仁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527 東方科學與認知科學的對話: 中醫診療中大腦怎麼想方信盛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十字星球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角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34765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9500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0283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0290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0979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050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68102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68103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026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040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0 第61冊 1

9789864680757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1143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1587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159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1600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1624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1631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1648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165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8206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81082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1112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116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1174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1181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9789864681198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1280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129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1303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1327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1334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134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135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81365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8137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138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139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1426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1433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1440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147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68148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681495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68150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8151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8152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8153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8154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1556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1563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167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1686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1693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170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1716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1723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1730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1747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1754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1761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1778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178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468179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468180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4681822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1839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1815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184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81860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1877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1884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1891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1914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1921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81952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1969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2249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198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199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201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82027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2034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2041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2058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207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2089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2096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2102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2119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212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68213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68214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682171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2188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2218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2225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2232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2256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2263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316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317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2270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2287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2294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2386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2393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2409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2423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2430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244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245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541691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4170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54448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2461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2478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45965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47365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548577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248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249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6240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6493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878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250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2515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82522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8093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8094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0955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253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2546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2553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2560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2577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389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3918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392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393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394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386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387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388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258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259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260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3833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3840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3857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2614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2621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2638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3826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264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265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379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380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381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2669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2676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2683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3710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3727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3734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3741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2690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2706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2713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3703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2720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682737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4682744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468275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468366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4682768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278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8279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8363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68364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8365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682805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2812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2829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3598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3604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3611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3628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3574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2836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2843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2850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3550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3567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3536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3543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2867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2874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2881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2898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3512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3529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290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291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292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3222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3239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324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325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293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8326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682942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2959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2966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2973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3277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3284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3291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3307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298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68299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68331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683000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83017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83024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333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334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335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8303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68304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68305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68306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68344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68345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68346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68347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683079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3086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3093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3109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3369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3376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3383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311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312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313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339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340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8341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83147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3154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3420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83437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83185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3192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320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39089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39713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40386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40809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540816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540823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096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321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348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422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3499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3994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4007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4014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4212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402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403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4045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4052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390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406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407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4083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4090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4106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4113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4120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4137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4458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4465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4144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442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415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4380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8439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84403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84410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84168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5011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5028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5035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417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4984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4991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418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8419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8517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68518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68519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68520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68420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84236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4243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4250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4267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430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4311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436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4489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4496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4502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4519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4526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4588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4595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4601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4625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84632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4649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4670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4687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4755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4779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8478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8481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480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484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485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5370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4861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4878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4885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489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86468490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468491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468492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864684953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4939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4946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4960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4977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5356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5059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5073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5080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5097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5349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5103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5110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5127 撿個校花做老婆 梁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5165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5332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514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515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5219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5226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524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525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526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5288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5295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5301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5318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5325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8324 澎湖二崁褒歌 陳榮一撰文插畫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363 佛塔與祖塔. 第四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04363 佛塔與祖塔. 第四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666 小王子飛行三部曲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 de Saint-Exupéry)著; 徐麗松, 繆詠華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813789 科學的故事. 1, 科學的序曲: 觀天象 徐明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96 命運咖啡館 小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18

送存冊數共計：369

二崁多桑小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017 荷清苑書簡: 與臺灣青年朋友的通信 吳國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2024 新人土地國家(簡體字版) 賀照田, 高士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2031 亞洲思想運動報告(簡體字版) 高士明, 賀照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243 紅樓夢中的大數據: 用大數據研究紅樓夢方法芻議中國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495250 紅樓夢中的大數據: 用大數據研究紅樓夢方法芻議中國著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2833 中國幻象: 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和真相 詹姆斯.布萊德利(James Bradley)著; 林添貴譯 平裝 1

9789865842840 大腦超載時代的思考學: 外部化腦中資訊、擅用雜物抽屜、完美組織你的社群、時間與決策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作; 黃珮玲, 謝雯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857 幽冥日本: 日本陰翳之美與哲思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著; 蔡旻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864 滿州國的實相與幻象 山室信一著; 林棋禎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871 戰敗者的觀點: 德軍將領談希特勒與二戰時德國的興衰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著; 張和聲譯 平裝 1

9789865842888 烽火巴黎眾生相: 麗池酒店內上演的諜報密謀與生死愛欲緹拉.瑪潔歐(Tilar J. Mazzeo)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0512 戲金戲土 楊麗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29 怪物們的迷宮 何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36 旋風 姜貴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人間



9789864500543 小宇宙&變奏 陳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50 美學課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74 禁忌拼圖 袁瓊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81 長不大的女孩 管家琪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98 送給妹妹的彩虹 廖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604 配音 林妏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611 紫金流夢: 戀戀不捨的紅樓什物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628 尤利西斯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著; 金隄譯 三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4500635 尤利西斯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著; 金隄譯 三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4500642 面對尤利西斯 莊信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0659 最危險的書 凱文.伯明罕(Kevin Birmingham)著; 何曼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332 國家考試土木、結構類科試題詳解. 104 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6154 幸福的鈴鐺: 貓鈴 亞默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102 情牽老屋: 中平路故事館 中平路故事館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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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藏喵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力譔堂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九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2853 小馬皮皮的家 雪倫.史崔格(Sharon Streger)文; 賈桂琳.依絲特(Jacquelin East)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860 小拖船立大功 雪倫.史崔格(Sharon Streger)文; 吉爾.蓋爾(Gil Guile)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010 動物寶寶 德瑞克.馬修斯(Derek Matthews)著; 賴惠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027 熱鬧的叢林 德瑞克.馬修斯(Derek Matthews)著; 賴惠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034 淘氣的小老鼠 德瑞克.馬修斯(Derek Matthews)著; 賴惠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041 農場的一天 德瑞克.馬修斯(Derek Matthews)著; 賴惠鳳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3007 大阿闍黎蓮花生傳記: 生世法源.摩尼寶鬘 釀.涅瑪沃熱取藏; 堪布丹增拉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014 蓮華佛學研究所佛學研究生論文集. 2015年第一屆蓮華佛學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531 新文人畫風楊自然作品集 楊自然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213 摔下來了! 克蘿德.杜伯文.圖; 徐素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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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才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之三文化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千



9789869221221 見證 尹啟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478 忠勤, 成就非凡人生: 陶士君說給子孫的大時代故事陶士君口述; 陳榮裕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406 不窮忙,年輕夫妻的五堂千萬致富課 周怡潔, 郭益宏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413 從期貨開始: 秦筱芳教你用10萬獲利千萬 秦筱芳口述; 鄭雅卉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709 時間的容量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0369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薛化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0376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劉義周主編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0383 數學 楊維哲, 蔡聰明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0666 藝術批評 姚一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703 歷史自學手冊. 第二冊 林怡慧, 季子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0734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甲版). 下冊(B版) 林國華, 黃吉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833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張錦源著 修訂二十版 精裝 1

9789571460840 新譯柳永詞集 侯孝瓊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864 滾滾遼河 紀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987 蠻子、漢人與羌族 王明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069 普通高級中學英文(乙版)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立文創企業



9789571461267 五經四書要旨 盧元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311 新譯鬼谷子 王德華, 趙鵬團注譯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342 新譯清詞三百首 陳水雲, 昝聖騫注, 王衛星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359 公司法實例研習 曾淑瑜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1380 西方戲劇史: 從開始至二十世紀末期 胡耀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403 新高中英文. 五, 自學手冊 王靖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410 熱愛數學的男孩: 保羅.艾狄胥不可思議的生命歷程黛博拉.海麗曼文; 范雷韻繪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427 會計學 林淑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61434 期貨與選擇權 廖世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458 模糊的疆界: 易宗唐手道創始人 洪懿祥大師傳奇洪澤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465 皮皮與波西: 新朋友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0454 遠星異客 星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61 奇異生靈 星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78 兩大難題 星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485 警示未來 星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942 春秋原來是這樣 姜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0959 世界歷史有一套之後發先至的美利堅 楊白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0966 世界歷史有一套之後發先至的美利堅 楊白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0973 隋朝原來是這樣 王者覺仁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6810 大地攝影研究會師生聯展影集. 2016 大地攝影研究會編輯組編製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地攝影研究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697 大乘起信論法義 白雲老禪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601 金剛經研討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269 公雞阿歪嘎嘎嘎 楊寶山文; 任華斌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1276 小天使學壞記 陳景聰文; 莊河源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1283 胖鶴丹丹出奇招 陳佩萱文; 施姿君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1290 神奇理髮師 廖炳焜文; 徐建國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1306 土地公阿福的心事 林佑儒文; 發哥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1313 神奇的噴火龍 陳景聰文; 陳炫諭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5641375 祈雨魔法蛙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405 是誰的聲音 徐瑞蓮文; 若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436 披風送來的禮物 蔡聖華作; 崔麗君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450 星君爺爺出任務 翁心怡作; 陳完玲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467 100隻豬與100隻大野狼 蔡幸珍文; 黃志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1474 小兵童話精選 楊寶山等著 再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41535 登革末日 姜子安作; 徐至宏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542 一一九日記 李光福文;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566 沒公德心的壞鯊魚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573 慢慢龜不說謊了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580 我把妹妹搞丟了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597 螃蟹衝衝學禮貌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兵



9789865641603 驕傲沒有好朋友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10 我們合作來演戲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34 妹妹愛我我愛她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41 我的貝殼借你玩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58 慢慢龜變勇敢了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65 水母漂漂最勤勞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72 螃蟹衝衝闖紅燈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689 互相尊重好朋友 王文華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519 妖花 暄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05 煉詩刊. 3, 2.0 郭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759 57天學好德文基礎文法 柯思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749 新俠隱仙蹤. 續集 麒麟閣白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果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小作家文窗出版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朋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601 Joe愛說日文 もも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12618 Joe愛說日文 もも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12625 Joe愛說日文練習帳 もも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205 蕭勤 洪筱晴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712 嘰咕嘰咕個不停 林俐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78094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OS X Server Essentials Arek Dreyer, Ben Greisl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79022 帶相機跨越經緯線: 世界定格攝影寫真 張千里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4222 3ds Max遊戲設計師實戰攻略 趙俊昌, 程朝斌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714321 Premiere Pro CC影音剪輯大師 張家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4437 用Painter畫美式Q版人物 潘得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444 JQuery Mobile跨平臺開發寶典 陶國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468 iWork輕鬆玩 蔡學欣, 張嘉鳴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河海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奇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久和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河美術



9789865714499 數據獵殺: 一場輸不起的全球網路戰爭 東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581 全支援中文的正規表示法精解 余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697 iOS應用程式開發設計極速上手 Rich Warren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4710 Nikon D800/D800E攝影之道 曹照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4734 精英雲集: 中國CG大師精選畫冊集 遊藝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758 教你用色鉛筆繪出世界 涂涂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840 斷捨離的下一頁: 100個讓生活更舒適的收納清潔小撇步!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4956 Canon佳能6D數位單眼攝影寶典 神龍攝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014 開發Android App使用VB輕鬆學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168 鐵之書: 科幻機械設定畫集 趙勇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175 Adobe After Effects最新外掛插件範例集 白乃遠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87281 徹底研究Hadoop實戰分析 陸嘉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380 看!視覺的語言: 導視系統與標誌設計 肖勇, 梁慶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397 繽紛綻放!Photoshop視覺特效 騰龍視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410 CorelDraw X5=創意+聯想 Jami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533 JavaScript權威指南ECMAScript5+HTML5 DOM+HTML5 BOM+範例精粹張亞飛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87649 跟Adobe徹底研究Creative Cloud影音剪輯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7915 ARM Cortex A9嵌入式系統設計寶典Base on Xilinx Zynq陸佳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7939 最快進入軟體定義網路(SDN)的第一本書: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劉誠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079 精彩X讚賞!Photoshop的插畫設計 銳藝視覺著 初版 其他 10

9789863750079 精彩X讚賞!Photoshop的插畫設計 銳藝視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086 如何設計好網站 Steve Kru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093 Adobe Edge Animate CC原來製作HTML5動畫與互動效果這麼簡單白乃遠, 呂國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123 設計再生: 傳統到前衛 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574 手機程式Leader X Leader: Android開發應用經典實戰李興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0581 新視界Cinema 4D影視特效風暴 王海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0673 你的設計為什麼沒有價值 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34 攝影構圖七天學會! 龍文攝影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0772 SCM: 軟體配置管理 董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0789 徹底研究NGINX高效能WEB伺服器 苗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12 走出台灣圖解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安晨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1236 Nikon D600攝影之道 孟克難, 黑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1397 Fedora核心虛擬系統KVM: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林宣佑, 陳松林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1403 IPad/Android互動電子雜誌超簡單輕鬆做 吳智鴻, 白乃遠, 呂國泰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1601 最經典的228種Photoshop特效設計 劉逸, 李小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2042 SAS統計分析與應用從入門到精通 汪海波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097 攝影達人全能養成術: 從器材到技巧，一本搞定第一視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2578 今天開始當老闆! 溫世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2585 世界大時局: 哪些經濟決策,使這些國家從此不同?高連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339 驚艷臺灣之美: 攝影秘境公開 張隆, 攝影天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07 黃金誘惑: 貫穿人類歷史的貪婪符號 阮崇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38 妝點指尖: 修剪、保養、造型，美甲職人敎妳打造魅力指彩尹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445 給媽媽的小情書: 為妳,繪下思念 孫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520 一分錢一分「禍」: 從貨幣看強權國家的角力 高先民, 張凱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11 史前霸主: 恐龍新紀元大圖鑑 江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728 精英雲集: 亞洲頂尖CG繪師精選畫集 遊藝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03 坑殺與套牢: 股票如何玩弄散戶 姜學霞, 斌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827 Spring internals: 完整解析Spring架構與設計原理 計文柯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3872 浪活: 那遠離塵囂的1000個日夜 茶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3988 超完美簡報設計準則 陳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015 完全剖析Android系統程式碼 羅昇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022 MATLAB程式設計與範例應用 趙海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091 「闇」藝術: 帶您走進24位國際藝術家的創作夢魘聶佑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114 Photoshop CC創意視覺設計點子王 張家盛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4121 Illustrator CC創意視覺設計點子王 張家盛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4367 自己種出療癒力!: 我的家庭藥用菜園 都市農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381 攝影師完美的素人作品指南 楊品, 趙崗, 李柏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435 賣場規劃與設計專題實作 呂育德, 蕭博仁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4459 即刻打造漫畫人物草稿全技法Start Now! 樂畫工房, 洪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473 深入探索Solaris 翁宜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4510 用Painter來繪製美式Q版人物 潘得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558 時間的永恆: 風景攝影經典 焦天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4572 得不到的最美 喻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19 倫敦私旅手繪日誌: 人氣景點X旅途趣事X交通導覽楊譯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33 飲食新主張: 小心!別讓外食毀了你的健康 劉桂榮主編; 漢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71 地理迷最愛: 不可錯過的中國 馬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688 每個人的童年都有一輛豐田車?: TOYOTA的成功秘密白潔, 周禹, 劉書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4909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軟體定義網路實踐手札劉誠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12 和孩子一起做玩具,不貴又珍貴!36個創意手工提案糖粒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43 讓你的身體深休息: 瑜伽.冥想.飲食三合一教學書Manu, 雙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74 自我艾灸治百病: 溫通經脈、調和氣血、防病保健王景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81 賈伯斯,你怎麼想?: 訪談、演講、宣言,12個主題翻轉你的思考模式丁鵬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098 三星,會是下一個HTC?: 股價下跌、連連虧損,李在鎔要如何應對周禹, 杜賀敏, 崔海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135 你的名牌包,原來都是韓國設計: 韓國隱形冠軍SIMONE的故事柳孝相著; 鄭如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19 彩繪你的動漫技法書 C.C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57 赤色浪潮: 世界工廠、巨大商機,中國正主宰這個世界高先民, 張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395 德國紅點設計獎大師的設計視界 劉松, 王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25 質男進化論: 選衣、穿搭、品味養成指南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456 成功，85%要靠關係 方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586 三維建模: 帶您透視藝術、技巧與速度的結合 張向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623 唉呦,肚子痛!: 和便秘、腹脹、拉肚子說掰掰的100個護腸胃妙招錢家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777 史詩傳奇.華文經典桌遊攻略祕冊: 玩家守則、規則詳解、進階祕技,一本稱霸桌上帝國逐鹿戰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838 臺灣散步行旅: 17條文青必訪的私房路線 黃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026 計算機概論: 掌握新思維 吳燦銘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56033 計算機概論: 邁向資訊新世代 陳德來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56347 一步一腳印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李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422 梁景紅談: 色彩設計法則 梁景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439 一個人,也要回家吃飯: 從家鄉到異地,70道味覺記憶李妙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477 素寫食刻: 四季素食水彩手帖 吳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484 跟壓力和解: 擺脫惶恐不安、焦躁易怒,為情緒舒壓李世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491 輝瑞: 持續研發,造就全球第一健康守護者 彭劍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507 不想天天加班,一定要會的90個高效率工作法則 劉柏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514 快學繁簡體倉頡輸入: 讓你成為中打快手(Windows 10、Mac OS應用版)謝振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521 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CC(2015release) Andrew Faulkner, Conrad Chavez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538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Logic Pro X David Dvor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552 品牌,讓企業歷久不衰: 惠普的經營故事 周禹, 白潔, 胡淑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576 邁入Swift程式設計新紀元 羅康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583 跟Adobe徹底研究Flash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6620 攝影專家是這樣養成的: 200招職人技巧提升關鍵黑瞳, 賈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637 Word 2013 Silicon Stone認證教科書 洪錦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6651 新權威計算機概論: 商管適用 吳燦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6668 在資生堂學到的真心工作術: 超越服務,動心款待關根近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675 Windows 10通用視窗App開發之鑰: 使用XAML及C#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699 貨幣新論:人民幣的歷史機遇 吉承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05 BRIDE's GUIDE TO STYLE: 風尚新娘妝髮造型BOOK小雨MAKEUP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12 脂肪,OUT!超爆笑甩肉事件簿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29 你過得好嗎?為幸福,再勇敢一次 默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36 佐著日光來做菜: 100道早午餐完美提案 Pan小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43 手繪幸福新娘: 色鉛筆手繪24個動心時刻 朗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50 自媒體: 如何用網路打造個人、企業品牌,取得實際利益李光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67 廚房裡的實驗室: 最完整的香草、食材解說指南妖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74 只要5分鐘,變身0死角小臉女神: 神奇的經筋美容法黃梓峰, 高榮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781 蘋果官方訓練教材: iMovie Dion Scoppettuol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798 辦公室大爆炸: 小菜鳥的搞笑職場圖文繪 FeF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804 微整型,一定要知道的事!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811 不溺愛,不冷淡: 35個愛的管理術 水亦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828 跟Adobe徹底研究After Effects CC(2015release) Lisa Fridsma, Brie Gyncil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835 網路開店123: 電子商務案例分享 安晨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842 圖解網路運作原理 Frank J. Derfler Jr, Les Freed著; 黃元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6859 Java SE8x. JSP.x SQL Server 2014網站與資料庫開發應用余顯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866 最新國際室內設計介紹. 創意辦公空間設計篇 <>編寫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873 生活攝影一本通: DSLR和我的快樂生活週記 夏永恒, 王欣然, 鄭曉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903 Computer Knowledge Today 教學範本 白乃遠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6910 Excel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6927 Data Power Today 教學範本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6934 PowerPoint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6941 Statistical Knowledge Today 教學範本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6972 網路霸權生死鬥: 全球資訊的無形角力 東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009 必備!平面設計新工藝: 材質、印刷、後期工藝,翻玩不設限度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017 重生迎向希望: 葉天生(子揚)油畫作品集. 2016 葉天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2221 世界菁英為什麼相信失敗，質疑成功? 佐藤智惠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5612351 班底: 最難管理的部屬,不必管理的是班底,如何讓一群人從沒人想路聽你,到大家都服你高島宏平作; 程永佳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5

送存冊數共計：145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9789865612375 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 從萬曆皇帝開始,白銀、黃金、貨幣、財政如何形成今天的我們?李弘著 平裝 1

9789865612405 蘿蔔計畫 吳業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429 3天讀懂心理學: 讓你更了解自己的重要學科，快速讀懂人心的最佳工具大村政男著; 王瑤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2443 看懂競爭對手的獲利模式: 要寫市場分析、凝聚死忠顧客......答案,你得從對手身上找HR研究所著; 劉錦秀譯 平裝 1

9789865612450 人體結構與疾病透視聖經: 看不到的身體構造與疾病,3D立體完整呈現比X光片更真實、比醫生解說更詳實奈良信雄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467 醫生自己不吃的藥 岡田正彥著; 蘇胡譯 平裝 1

9789865612474 麥肯錫不外流的交涉技術 高杉尚孝作; 鄭舜瓏譯 平裝 1

9789865612498 選房、殺價、裝修,羅右宸(全圖解)幫你挑出增值屋羅右宸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192 我媽說 王文華等文; Barkley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711 來自古井的小神童 廖炳焜文; 王家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604 三信商業銀行100週年紀念特刊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075 醫院也瘋狂. 5 林子堯, 梁德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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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信商業銀行



9789869298407 女戰車 阿芒作; 菲奧娜.施.羅琳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8414 歡喜從母姓 彭渰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142 異鄉人. 3, 星月海洋 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作; 陳圓心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4180 攝影師之魂: 用攝影家的心建立專業,用評論家的視野擴大想像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著; 施昀佑, 黃一凱, 陳依秋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274197 米原万里的口譯現場 米原万里作; 張明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106 不合理的行為 唐.麥卡林(Don McCullin)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043 張策五行通臂拳 李進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050 內家拳引玉 蘇峰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067 氣血滾滾 郗家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074 家傳陳式太極拳功夫架: 一路八十九式 陳照奎, 陳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081 合氣道入門 邢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098 舉重運動教程 楊世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104 神運無方: 太極拳論秘譜匯宗 何欣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762 慈悲有情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779 善護三業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793 性相通說 (明)憨山沙門德清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104 因為你只想到自己 王鈞庭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104 因為你只想到自己 王鈞庭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361 生物課好好玩: 48堂課x12篇生物先修班,一年四季輕鬆學生物的超強課表!李曼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378 雪山男孩與幻影巨怪 琳達.紐伯瑞(Linda Newbery)著;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6014 三國演義(簡體字版) 黃淑萍改寫; 黃麗繪圖 平裝 1

9789863016076 包公傳 柏玲改寫; 黃麗繪圖 平裝 1

9789863016229 彩虹蔬果健康飲食法(簡體字版) 何一成著 平裝 1

9789863016274 血型密碼心理測驗同樂會(簡體字版) 知心姊姊作 平裝 1

9789863016366 全都說中了!超準速配指數 阿雅佐作; 陳政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380 一看就懂!懂得做事,成就100分(簡體字版) 徐佳欣著 平裝 1

9789863016403 全都說中了!超準個性占卜 阿雅佐作;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427 傲慢與偏見(簡體字版) 珍.奧斯汀原作; 林芳宇原創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6434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5, 我的創意便利貼(簡體字版)糖果嗡嗡作 平裝 1

9789863016502 一瘦就是一輩子: 邱正宏醫師教你不復胖減肥法(簡體字版)邱正宏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6519 妖怪交通號誌 土屋富士夫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526 全都說中了!超準血型占卜 阿雅佐作; 陳政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鳥工作室



9789863016533 冒險故事(簡體字版) 程怡菁作; 夢想國工作室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16571 輕鬆好孕!史上最強懶人包(簡體字版) 林昭慧著 平裝 1

9789863016595 喬志先生愛情處方箋(簡體字版) 張兆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601 還是好朋友(簡體字版) 橘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16618 3秒鐘看穿人心: 30歲前一定要懂的職場必勝識人術(簡體字版)孫啟台著 平裝 1

9789863016625 常見病飲食宜忌大百科(簡體字版) 健康醫點靈團隊著 平裝 1

9789863016632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0個加薪秘密(簡體字版) 瑜亮著 平裝 1

9789863016649 嬰幼兒飲食宜忌大百科(簡體字版) 健康醫點靈團隊 平裝 1

9789863016656 小公主的煩惱心情記事(簡體字版) 詩詩原創漫畫; 林樂樂漫畫編劇 平裝 1

9789863016663 色鉛筆畫花花世界(簡體字版) 管育伶作 平裝 1

9789863016670 隱形龍的襲擊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687 Mission100. 1, 救出被擄走的公主 かひろだエマ作; 施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6724 輕食尚!日本人氣創意司康100道 大場美江作; 黃郁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731 MISSION100: 勇闖神祕龍之城 華弘田繪馬作; 施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16748 追逐謎之龍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762 逃離古森林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793 老狐狸厚黑筆記(簡體字版) 王照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5581 動物園尋寶圖(簡體字版)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精裝 1

9789863015680 但其實我們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5949 蟬堡,全世界我們最可憐(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5956 五斗米靠腰: 下班誰不愛(簡體字版) 馬克圖.文 平裝 1

9789863015963 自遊馬來西亞: 袐境探索x人氣美食x必敗名產 卓衍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6830 我的第一本圖解心理學(簡體字版) 洪震宇著 平裝 1

9789863016885 孟老師的戚風蛋糕(簡體字版) 孟兆慶著 其他 1

9789863016892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超實用的Microsoft office速成技(Word x Excel X PowerPoint)(簡體字版)陳敏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大都會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2832 一按見效: 吳中朝教你按出自癒力與免疫力 吳中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074 一帖見效: 吳中朝教你滋補養身150帖 漢竹編著; 吳中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72 一灸見效: 古法艾灸的簡易祛病方 石晶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319 一喝見效: 滋補調理養命酒 謝惠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92 抗癌,你吃對了嗎?腫瘤權威何裕民醫師教你找回健康何裕民, 孫麗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46 餘生: 我的生命之旅與臺灣民主之路 李登輝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53 慢一點,小林弘幸的究極健康法: 每天15分鐘的神奇改變小林弘幸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60 五臟排毒一身輕 石晶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77 糖尿病,你吃對了嗎?營養科醫師的飲食調養黃金法則,讓你安全、有效、快速穩定血糖陳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8312 自己變好事情就會好: 想要成為,就能成為怎樣的人史琨著 平裝 1

9789865718350 解決3C後遺症 石黑章吾著 平裝 1

9789865718367 你想學嗎?我可以教你 趙思漢著 平裝 1

9789865718374 神奇健骨法 王銘賢著 平裝 1

9789865718398 女人都無法理解自己的那些事 麗玲著 平裝 1

9789865718398 女人都無法理解自己的那些事 麗玲著 平裝 1

9789865718404 史上最強大的完銷策略 蕭思濃著 平裝 1

9789865718411 愛的心靈療癒故事: 生活不需要解釋,只需要被經歷奧莉薇著 平裝 1

9789865718435 哈佛教給年輕人的12堂口才課 林想著 平裝 1

9789865718459 史上最完美的「投資」方法: 投資大師教你突破投資盲點蕭思濃著 平裝 1

9789865718473 圖解正能量: 從蘇格拉底到賈伯斯一直受用的六度空間鮑耶著 平裝 1

9789865718473 圖解正能量: 從蘇格拉底到賈伯斯一直受用的六度空間鮑耶著 平裝 1

9789865718497 顧面子,輕鬆遠離青春痘: 健康又有效的抗痘Life Style林如伶著 平裝 1

9789865718527 幸福,就要讓自己感覺到快樂: 快樂,就讓身邊的人得到幸福章心妍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智文化



9789865718558 生活 你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 薇薇安著 平裝 1

9789865718565 更新Update: 不想被淘汰,就要隨時更新腦袋 魯道夫著 平裝 1

9789865718572 該不該給孩子零用錢 珊迪著 平裝 1

9789865718619 這就是人性: 人性心理學,教你認清事實的真相 沉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033 簡單,才能開心 噶瑪旺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40 成功總在下班後: 這七句看懂了,誰也擋不住你發達奧利森.斯威特.馬登著; 李詩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57 紅顏不老的100個偏方: 讓女人青春永駐的祕密! 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64 你要住豪宅還是租好窄: 現在的選擇將決定你未來的人生林德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71 食油危機: 吃錯油,容易得失智!? 王康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88 脫掉比基尼冒險去! 吳宗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095 道德經的科學觀: 以當代科學知識發掘老子思想的奧秘孔正, 王玉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14 轉運開心菩薩道: 善財童子告訴你既得智慧也得富貴的秘密寅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21 心靈彩繪: 直覺式創意曼陀羅,探索自我與靜心舒壓蔡愛玲, 珈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45 天啊!我撞到了神: 遇到閻羅王,我從編劇變宮主 不加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52 一次讀懂梁皇寶懺: 白話圖解,輕鬆了解梁皇寶懺解冤的秘密妙翎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69 求佛不如低頭見佛: 小沙彌從生活體悟佛理的六十一則故事釋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76 自找的幸福: 50個擺脫困境的方法 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83 煩惱是我的老師: 十七則小故事讓你學會放下的技巧趙文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8790 稻盛和夫的商聖之路: 用佛陀的智慧把破產企業變成世界五百強王紫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08 我這一生都比別人跑得慢 東土大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15 川普學: 我是這樣獲得成功的 李棋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22 改變,讓你成為更強的物種: 能活下來的人,不一定聰明,但最能適應環境奧里森.斯威瑪.馬登著; 李詩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39 誰在對你說謊?看破人心,比福爾摩斯更厲害的鑑識心理學鄧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46 慢茶之旅: 我在印度聖地學習正念的十場茶席 劉惠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喜文化



9789869227377 有些事,懂你的人,總會懂。 自由極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84 臉書統治網路的八個觀念: 馬克.祖克柏打造十五億用戶王國的秘訣李棋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391 人生,是沒有答案的選擇題: 你該找的不是答案,而是發現適合你的題目林德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04 友友: 半個身體的滿滿幸福 陳贈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311 臺灣報應奇譚: 看到現世報的三十一則故事 賴樹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588 武唐. 卷一, 邊城玄謎 高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595 武唐. 卷二, 京華盛宴 高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107 武唐. 卷三, 天刑機變 高容作 平裝 1

9789869215114 武唐. 卷四, 一代宗師 高容作 平裝 1

9789869215121 武唐. 卷五, 日月迴圈 高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652 畫家之眼 安德魯.路米斯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669 贏家: 交易之道,攻心為上,頂尖交易員的心戰策略艾里.基輔著; 陳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676 莊家優勢: 運用數據,做出聰明決定,數學天才的決斷智慧馬愷文著; 林麗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683 華爾街孤狼巴魯克: 交易市場中戰勝人性的生存哲學伯納德.巴魯克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690 虛擬貨幣革命 保羅.威格納, 麥克.凱西著; 林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706 海龜交易員的全腦致富心法 克提斯.費斯著; 陳鴻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大斯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08648 第九屆「思維與創作」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二屆中國訓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汪中文, 林登順, 張惠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55 眼視光儀器學 卓達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62 灰色分析於船舶交管之應用研究 陳希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79 航海氣象實習 陳希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86 船舶通訊英語 陳希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693 人體生理學 陳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16 覩物興情 情以物興: 陳合成馬祖鄉情創作理念與作品解析陳合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23 快樂學習環境的營造與其具體成果之展現 朱木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30 VTS建置與操作之綜合研究 陳希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47 全國房地產經營管理研討會: 國土規劃與都市更新. 2016第十屆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所)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696 竹見革命: 翁偉翔現代竹藝術表現展 翁偉翔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02 陶情墨韻: 林榮杉&林時植 林榮杉, 林時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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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華技術學院



9789868458871 千字文: 河洛語見識漢字形音意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0894 從探范仲淹之仁者襟懷 葉論啟著 平裝 1

9789869203609 師生相處之道的探索與實證: 以孔子師生為例 葉論啟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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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8315 炁與 周亦龍企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43668 警專甲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3880 工礦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463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駱英, 歐恩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5396 警察情境實務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822 臺灣原住民族史(含概要、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邱燁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846 主題式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高分題庫 鄭祥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853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秘笈 吳怡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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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揚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菩提動中禪佛學會



9789863745877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總複習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884 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高明, 尚榜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891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張玉玲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907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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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921 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歐欣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938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一次過關(含授信法規及授信實務)陳忻, 蘇子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945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952 教得燦爛 答得精彩: 教甄複試高分秘訣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969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976 英文: 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983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看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990 主題式企業管理(含大意) 張恆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6003 郵政外勤歷年試題四合一解題聖經 高朋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1367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01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江秀敏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027 軍訓教官歷年試題大全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034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041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058 論文高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6065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072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成宜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089 郵政內勤歷年試題四合一解題勝經 高朋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096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看這本就夠了 翊銜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102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重點精要+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119 勝出!內外勤郵政法規大意條文對照式題庫 游正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126 國文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133 國文: 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 鍾裕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140 最新題型國文: 測驗精鍊(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楊仁志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6164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6171 公務員法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188 地方自治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朱華聆, 郝強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195 記帳士超強合輯(重點統整+模擬考+歷年試題) 黃素慧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201 公民: 看這本就夠了(初等特考) 邱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6218 公民焦點速成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6232 企業管理(含概要)名師攻略 陳金城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6256 公民高分好簡單: 84個關鍵主題立即搶分 蔡先容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270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乙級技能檢定學科分類題庫李秋燕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6294 英文焦點速成 劉似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6317 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324 行政學大意焦點速成(初等特考) 林志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379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大意(內勤) 陳金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106 無伴奏. IV: 黃舜星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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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76745 海雲繼夢禪觀 華嚴禪觀中心編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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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華嚴寺



9789866600968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報告書: 創新創意教學論述黃俊熹等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13 會計資訊暨管理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楊秉森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06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七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6506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七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6287 喜之客: Super阿嬤的超級教養術 李金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6300 布瓜的世界 幾米作 三版 精裝 1

9789862136881 傳承: 古儒吉帕達比.喬艾斯的傳奇人生,以及阿斯坦加瑜伽的教學與傳統蓋伊.唐納海(Guy Donahaye), 艾迪.史登(Eddie Stern)著; 伍立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98 撒哈拉之心 陳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04 化學花園.3, 病毒末日 蘿倫.戴斯特法諾(Lauren Destefano)著; 謝儀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11 成為魔女的條件: 留美、科技業高階主管穿梭陰陽界、前世今生的真實體驗陳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28 不帶行李也OK: 愛與浪遊的極簡旅行 克拉拉.班森(Clara Bensen)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35 小村物語 夏瑞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42 化學花園套書 蘿倫.戴斯特法諾(Lauren Destefano)著; 謝雅文, 謝儀霏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6959 暴民創造自由民主 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著; 張家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66 銀之匙 中勘助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73 脾虛的孩子難長高 羅大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會資系



9789862136980 小朋友的哲學大哉問: 讓大人傷腦筋的孩子氣提問,哲學家,請回答!野矢茂樹編著; 陳偉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997 為什麼這樣工作會快、準、好 Charles Duhigg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00 殺劫 唯色文字; 澤仁多吉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017 一個人生活 谷川俊太郎著; 林真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24 是老化還是疾病 劉建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048 靈魂的場所: 一個人的獨處空間讀本 李清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55 自由,凌駕一切: 美國人文景觀的塑造者 林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79 四季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93 好日子革新手冊: 充分利用行為科學的力量,把雨天變晴天,週一症候群退散卡洛琳.韋伯(Caroline Webb)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0948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II(文法解說.參考詞彙.課文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0962 菁英與權力的在現: 日治時期臺灣部落原住民菁英的養成與實踐宋秀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013 大家的日本語. 中級, 文法解說.問題解答.聽解內容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11068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I(文法解說.參考詞彙.課文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075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練習ABC.問題解答(附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082 日本語能力試驗N1對應: 快速掌握 漢字.語彙必背2800倉品さやか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105 日本語能力試驗N3對應: 快速掌握 漢字.語彙必背2400倉品さやか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112 日商職場禮儀日本語. 已錄取篇 株式会社日建学院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835 發人深省的故事 陳榮三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三達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202 蔡尉成雕塑創作集 林振莖等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0881 運動與健康常識彙編 李志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4934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6, 為寵廝殺 張國慶, 蔣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41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7, 軍閥割據 張志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58 黑人梵谷 馬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65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8, 文字血淚 張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3968 小不倒翁 謝武彰文; 徐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975 親愛的獅子爺爺 茱莉亞.潔曼文; 蘇珊.巴蕾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982 恐龍物語. 1: 異特龍生存的時代 所十三著;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999 恐龍物語. 2: 喙嘴翼龍生存的時代 所十三著;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403 都是泰洛普老師 羅勒.布耶作; 趙永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410 龍族英雄(贔屭): 冥界烏鴉的攻擊 陳沛慈文; 楊雅嵐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熊

大雋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彰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598 流浪小孩 水晶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04 小飲.良露: 葡萄酒旅記 韓良露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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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2562 春遊大台灣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188 學心理學家看懂肢體動作30堂課:簡報時了解自己的身體表情、溝通時看懂對方得察言觀色伊凡娜.德.芭爾克(Yvonne de Bark)作; 謝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205 為什麼豐田人都用A3思考?: 想不出的企劃書、提案表、人事管理,都可以用8個項目成功解套!石井住枝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283212 回話的態度: 爭執、回答不清,是因為「太熟」,還是不經思考的「壞習慣」櫻井弘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9283229 細節的力量: 一流員工必備的做事態度 小倉廣(Hiroshi Ogura)著; 葉冰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3243 穴道治病: 每天一分鐘熱敷、揉捏、捶捶腿,99%的病自己會好帶津良一, 藤井直樹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250 麥肯錫顧問不斷自我練習的邏輯思考法 西村克己著; 林以庭譯 平裝 1

9789869283267 簡報的藝術: 留白.空格.用色,讓視覺效果極大化的100個製作技巧!天野暢子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漢技術學院珠寶技術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5541 大手小手一起玩套書 何采諭文; 洪波, 謝慶萱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5558 嗯嗯太郎─便便觀察小套書 山脇恭文; 秦好史郎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5787 一起動動手小套書: 一起開動囉!+一起刷刷牙! 和田琴美文; 市原淳圖; 施至婷,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5794 青椒村歡樂繪本集 中川宏貴文; 村上康成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6029 探黑 廖書荻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050 哇!貓頭鷹說 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沙永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074 媽媽,你在哪裡? 生悅住弘子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081 小熊晚安曲 班傑明.蕭文.圖; 蔬菜小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104 看見 李明足文; 鄭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142 他是我弟兄 戴安.吉佛瑞文; 蘇美璐圖; 陳衛平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159 牙齒掉了 中川宏貴文; 大島妙子圖; 周姚萍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166 天啊!錯啦! 徐萃, 姬炤華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173 大衛.夏農繪本集: 開心做自己 大衛.夏農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6197 超神奇蠟筆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203 小仙女愛莉絲 大衛.夏農文.圖; 沙永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234 溫柔的我,體貼的你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854 猜猜我有多愛你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 安妮塔.婕朗圖; 陳淑惠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5878 打架的藝術 大衛.卡利文; 沙基.布勒奇圖; 梅思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885 老鼠和鼴鼠去遠足 藤本四郎文.圖; 周佩穎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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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上誼文化



9789869217330 技術分析實戰應用. 上: 穩紮穩打 廖祿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5347 最小阻力之路: 以創造力修練取代「不斷解決問題」的人生結構革命羅勒.弗利滋(Robert Fritz)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85 學失敗: 創業熱時代看不見的退場故事 吳芠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7668 Freehand embossing in parchment craft Amanda, Ching-Hsiang Yeh[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457 古文明大探索: 「漫」遊科學系列. 2 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64 拯救達爾文的研究 米歇爾.羅特巴(Michael Rothballer)著; 賴杏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71 拯救古騰堡的印刷廠 安內特.諾伊鮑爾(Annette Neubauer)著; 吳厤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88 猶太媽媽這樣教出快樂的孩子 吳維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95 眼戲 B/S故事集(陳怡揚)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501 科學大推進: 「漫」遊科學系列. 3 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518 星空的奧祕: 「漫」遊科學系列. 4 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5895 大樹也哭了 伊蓮.柯恩-容卡(Erene Cohen-Janca)文; 莫里左.葛雷羅(Maurizio A.C. Quarello)圖; 王書芬譯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靜子紙蕾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9789865925925 好朋友不在的日子 安德莉亞.馬圖拉納(Andrea Maturana)文; 法蘭西斯柯.哈維爾(Francisco Javier Olea)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32 原來媽媽也有起床氣 席樂維.馬帝季尤(Sylvie de Mathuisieulx)文; 艾絲黛兒.敏思(Estelle Meens)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49 沒有語言,如何說愛? 帕斯卡爾.默特鮑爾(Pascale Moutte-Baur)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56 感情樹 金香李文; 韓炳好圖; 陳美文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541 夢見盧師尊: 精彩的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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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6420 迢遞: 喜菡文學網散文選 陳昱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560 柳宗理隨筆 柳宗理作; 蘇文淑, 葉韋利, 王筱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591 LIFE IN LIVE流行音樂與活動舞台設計幕後祕辛：從設計到現場的十年路馮建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1591 LIFE IN LIVE流行音樂與活動舞台設計幕後祕辛：從設計到現場的十年路馮建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517 祥見知生想要一起生活的器物 祥見知生作;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524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232531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232548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憨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燈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131 二十億光年的孤獨 谷川俊太郎著; 田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48 谷川俊太郎詩作百選 谷川俊太郎著; 田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55 雙廚出任務 索艾克(Soac), 喬艾爾(Joe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79 我的生活方式 大貫妙子作;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0219 吉祥大威德金剛囉氏傳規成就法.滅魔光明 貢秋倫珠著; 法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349 新時代判讀力: 教你一眼看穿科學新聞的真偽 黃俊儒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88732 功能醫學聖經: 全面戰勝慢性病 傑佛瑞.布蘭德(Jeffrey S. Bland)著; 李漢威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0388756 允許犯錯的正念管教: 用愛設立界限，培育出高EQ的孩子蕭娜.夏比洛(Shauna Shapiro), 克里斯.懷特(Chris Whire)作; 李明芝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63 學放鬆，改正錯誤姿勢: 認識亞歷山大技巧 蜜西.文妮雅(Missy Vineyard)作; 李漢威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70 抗癌自癒力：療效飲食8堂課 王麗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87 一本讀通血癌 唐季祿等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94 抗癌自癒力: 正念減壓8堂課 石世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0388800 一本讀通乳癌 乳癌多專科治療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0155 幸福角落: 最美好的,其實一直在身邊 林保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09 完美生活的練習: 從改變習慣的微行動開始,成為自己喜歡的人卡洛琳.阿諾(Caroline L. Arnold)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414 給社會新鮮人的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35 你拿青春做什麼?: 50個思考,讓你人生視野大不同丁菱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42 聖經教你的29堂領導課: HOW TO READ BIBLE AS A LEADER領導。接班。創業。治理許恩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643 靜心: 達賴喇嘛帶你回到最澄澈的本性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英文編譯; 陳泓銘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72 逆境中更易尋快樂: 達賴喇嘛的生活智慧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英文編譯; 翁仕杰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0902 翻轉學習: 10個老師的跨學科翻轉手記,讓學習深化、學生更好奇強納森.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 艾倫.山姆(Aaron Sams)著; 王素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40 給未來的自己: 找尋生命中的五片拼圖,成為想被追隨的人馬克.米勒(Mark Miller)著; 許芳菊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22 排練一場旅行: 世界是你犯錯的最佳舞臺 蔡柏璋文字.攝影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84 給回來的旅行者: 人生,才是你的正職 藍白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69 夢想一直都在,等待你重新啟程: 走在恐懼與挫折的路上,發現天賦與熱情。班.阿蒙特(Ben Arment)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20 臣服的力量: 放下執著,相信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安排茱迪絲.歐洛芙(Judith Orloff)著; 顧淑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44 0.1厘米的專注: 放牛班小子馬祥原的世界冠軍之路馬祥原口述; 洪懿妍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75 數學的戀愛應用題 漢娜.芙萊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82 如何在火星上生活 史蒂芬.彼得拉內克(Stephen L. Petranek)著; 鄧子矜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05 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 札克.艾卜罕(Zak Ebrahim), 傑夫.蓋爾斯(Jeff Giles)著; 洪瓊芬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5125 歐洲轉角遇到愛 Yi Seul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87 魅力小心機!召喚幸福的葡萄酒100選: 快速掌握送禮&收藏視覺系酒款竹內香奈子著; 曾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94 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 從經濟學家的觀點看世界貿易的市場、權力和政治皮翠拉.瑞沃莉(Pietra Rivoli)著; 洪世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85200 當孩子的超人爸爸: 從全家一起玩開始,鍛鍊孩子體能X語言X邏輯思考X生活能力高濱正伸著;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17 童話小鎮: 一趟奇幻與歡樂的彩繪之旅 李鴻祥作 初版 平裝 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日月文化



9789862485224 企業併購的第一堂課 中華經濟與金融協會, 臺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31 先有爛點子,才有好點子: 活用AxB=C無敵公式,培養頂尖創意術!高橋晉平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48 此刻不愛的人,都有罪 盧熙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55 小鬼蛋糕店 SAKAE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262 紐約叢林生存法則: 不可不知的136條潛規則 Nathan W. Pyle作;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79 發酵是種魔法: 飽嘗世界奇異美食,揭開納豆、醃鯡魚、臭豆腐的風味之祕小泉武夫著; 巫文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86 為什麼有錢人不搭火車? 藤田精一著; 翁御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293 想要好多好多禮物的公主 凱瑞兒.哈特(Caryl Hart)文; 莎拉.沃布頓(Sarah Warburton)圖; 呂玉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309 出發!到世界討生活: 人生逗號,一個女生的環球361天曹馥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16 日本生活家的歲時雜記 佐藤裕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23 開口吃遍USA 美國「食」用英語: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330 富士山絕景散策: 慢行古鎮、神社、河口湖,踏訪文化遺產的8種私旅路線甲斐みのり著;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47 釀.啤酒: 從女巫湯到新世界霸主,忽布花與麥芽的故事法蘭茲.莫伊斯朵爾弗(Franz MeuBdoerffer), 馬丁.曹恩科夫(Martin Zarnkow)著; 林琬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54 TED大師x11位世界演講冠軍教你30秒說動人心 傑瑞米.唐納文(Jeremey Donovan), 萊恩.艾佛瑞(Ryan Avery)著; 黃美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61 新韓檢TOPIK2中高級詞彙單字王: 最適合華人的漢字語學習法韓國教育振興研究會作; 吳艷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78 一本漫畫搞懂經濟用語: 現學現會!一輩子都用得到的經濟常識辭典金民求, 鄭在學原著; 趙允慧圖.文; 曾晏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385 新韓檢TOPIK1初級詞彙單字王: 最適合華人的漢字語學習法韓國教育振興研究會作; 吳艷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392 職人嚴選,日本酒就喝這杯!: 風格推薦x料理搭配,樂享150絕品酒款提案PAMPER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408 住在三十年的寂寞裡: 愛,讓我們學會勇氣和奉獻林瑞玲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415 日檢N1應考對策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422 日檢N2應考對策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446 日本越境跳島小旅行!走訪瀨戶內、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Clair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484 一支手機的商業啟示: 從發展史透析環保、隱私、人權議題,迎接供應鏈全球新革命伊莉莎白.沃伊克(Elizabeth Woyke)著; 蔡耀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514 一生必去的美東都市: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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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日日幸福事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6465 和MASA一起吃幸福便當 MA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489 現在最流行，帶著MASA便當去野餐 MASA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07829 守護健康，就從選擇一瓶適合的油開始 水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67 天天吃蔬果 防癌保健康! 溫國智, 黃經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74 Carol麵包實驗室: 108款來自烘焙讀者的挑戰信 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81 Rikaの150道可愛便當 Ri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98 地中海料理教室 謝長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440 最新實用溫病學 陳素中撰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607 黑的狂野.抒情: 呂榮琛創作集 呂榮琛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6607 黑的狂野.抒情: 呂榮琛創作集 呂榮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1178 物理實驗 丁逸, 蔣大鵬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41178 物理實驗 丁逸, 蔣大鵬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41185 觀餐休閒產業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吳贊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比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今日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2737 悅讀大學國文 王鵬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68 民國以來犯罪矯治制度評述 周震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74 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緣研究」: 從「文字」到「抒情」與「批評」張雙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81 明末清初「敬天愛人」思想研究: 以天主教儒者為中心蔡淑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98 延安作家思想改造之考察: 以何其芳, 丁玲為中心呂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04 三黨搞統一: 解剖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怎樣搞統一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11 林明理散文集 林明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35 奧賾論理: 跨文化哲學研究 吳懷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42 主體與愛慾: 現當代華文作品論述 吳懷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59 世變中的魏晉士族與文人心態研究 陳恬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73 王安石和他的時代 王之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80 方仙道與古華山 李顯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706 百戰忠魂: 胡宗南將軍圖文傳 王立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322 觀光博弈產業與警政治安管理 孫義雄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339 警察文史與通識教育研究論叢 鄒濬智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346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陳佩詩著 平裝 2

9789865717353 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會: 社群媒體與社會網絡分析論文集. 2016年第19屆林曾祥編輯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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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中央通訊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929 男人總是狀況外,女人永遠不明說: 37個辨識溝通性格、磨合彼此差異的相處潛規則五百田達成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936 味道,無愧的究極!: 黑龍蔭油憨直古法裡,最深奧的經營哲學 涂中明不急、不貪,成就一甲子的健康美味!涂中明口述; 趙莒玲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285 觀人之法 釋普獻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26020 善巧譬喻 釋普獻講述 平裝 1

9789573026020 善巧譬喻 釋普獻講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200 觀光與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690 人生變化球(簡體字版) 劉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502 人生變化球(簡體字版) 劉哲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85040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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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州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8

方舟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64624 早期壺事典. 貳 呂麒麟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8964631 <>鐵瓶. 壹 貫致駺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8964648 陶藝窯爐學 林錦鐘作 精裝 1

9789578964655 釉藥系統 林錦鐘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404 開車安全寶典 阿房心中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144 學一次用一輩子的英文句型 陳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2201 非學不可的韓語單字 高俊江, 賈惠如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2256 多肉迷 JOJ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263 女孩們的露營 兔村彩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270 料理哪有這麼難：利用一個保鮮袋，15分鐘輕鬆上菜園田聖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287 人妻食堂: 小倉優子教你「一定要做給他吃的幸福料理」小倉優子作;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2294 人體發胖地圖：搞懂發胖的原理，找出永不發胖的吃法！蓮水花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708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7,000「單字」+「文法」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3715 時間迴廊: 色魅曼陀羅 凱特.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722 把他拍美美: 就算是用手機也可以拍出他、她、牠、它的美麗瞬間蘇珊.圖特爾(Susan Tuttle)著; 李璞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739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新多益考試應考攻略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求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行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方向盤駕駛訓練機構



9789869203746 每天學一點英文,30天在國外生活 Michael Cough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3753 韓系襪娃娃全攻略：史上最療癒的32款韓系襪娃娃鄭賢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760 走吧!一起用英語去旅行! 林雨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3777 我的第一本手做健康麵包 金泳謨著; 林建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03784 常備英語單字 Debbie W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3791 寫給無法完整說出一句法文的人 劉秉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7823 我的生活攝影美學 金株源等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672 遲愛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4689 北城天街 非天夜翔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64696 北城天街 非天夜翔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0617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拾肆橋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0624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拾肆橋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0938 米蒂亞的女巫派對 倪雪作; 林芳宇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45 爸爸不在家 余益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69 色鉛筆畫可愛童話故事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76 小公主的長假生活計畫 螢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83 動物要搬家 王蕙萱文; 漢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0990 跟朋友一起玩的魔術 苗米, 阿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03 莫羅城堡的祕密. 5, 勇闖玫瑰之門 Story Effect漫畫編劇; 異正泰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10 幸福的藏寶圖 林千鈺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木更工作室



9789869281034 森林家族園遊繪 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41 想念的滋味 郭玫君文; 潘奕彰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701 行拳山水<> 吳素真, 官貴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7164 金融霸權的誘惑: 在一波又一波的海外投資之後,中國夢的下一步會往哪裡去?克洛德.梅耶(Claude Meyer)著; 林俊安,詹文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229 你不敢正視的超級中國: 看13億人口、中國錢如何吞下全世界KBS<>製作團隊著; 鄭匡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236 黑帶管理學: 軟爛部屬變能幹!這樣帶人,讓C咖變A咖,不服從、愛抱怨、效率差,通通消失李凱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243 99%的人拚得死去活來,為什麼1%的人可以年薪一億躺著賺?井上裕之著; 涂綺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694 廚娘呷天下 吳僖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5404 大海深愛的波尼布蘭西 綠川愛彩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411 戀愛王子受難公主 小椋春歌著; 李其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466 12月的花騎士Honey Yellow 志麻友紀作;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541 萬事皆可卜!歡迎光臨陰陽屋 天野頌子作;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日初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元門太極學苑



9789865945718 淵國五皇子傳 古戶待子著; 藍繡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45695 雙界幻幽傳. 2, 宿敵神出鬼沒 木村千世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732 戀愛王子受難公主 加藤绘理子著; 李其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749 御庭番望月蒼司朗豋場! 天海壽也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787 御庭番望月蒼司朗豋場!. 1, 初始之庭與帝都的小小四神流星香著; krc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824 吾命騎士. 卷5, 不死巫妖 御我著 二版 其他 上卷 1

9789865945817 聖花學園 12月的花騎士 志麻友紀小說;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831 双界幻幽傳. 1, 前途多難的邂逅! 木村千世作;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848 萬事皆可卜!歡迎光臨陰陽屋. 2, 陰陽屋有難 天野頌子作;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855 吾命騎士. 卷6, 殲滅巫妖 御我著 二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5945862 閻王の特別助理. 9, 一不做,二不休。 紫曜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879 御庭番望月蒼司朗豋場!. 2, 綠之石與看電影的假日流星香著; krc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893 首領公主與無頭騎士 睦月けい原作; 蒼崎律作畫;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916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三, 歧路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817 Brigitta rossetti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3484 專瘦下半生的神奇骨盤帶: 每天5分鐘,輕鬆重建好體態、好身材!張富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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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版圖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洲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中芝國際



9789576013263 果樹栽培技術手冊 劉碧如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270 園林苗圃培育 陳寶玉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294 溫室建築與溫室植物生態 陳寶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374 <>之嘲諷架構研究 賈尚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81 獨釣寒江雪: 經典名作中的秘密 文逸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04 細說戲曲: 搬演典故之研究 徐筱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11 中國戲曲行業神探源 徐筱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801 貝多芬快樂學鋼琴: 幼童. 高級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263818 貝多芬快樂學樂理: 幼童 尹宏明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63832 貝多芬快樂學樂理: 幼童 尹宏明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63825 貝多芬快樂學樂理: 幼童 尹宏明編著 平裝 中冊 1

9789869263849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幼童 尹宏明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63863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幼童 尹宏明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63856 貝多芬快樂學聽音: 幼童 尹宏明編著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6048 法官倫理規範與實踐 蔡炯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22 數位行銷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音國際



9789571181905 圖解諮商理論與技術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049 語言之旅: 竺家寧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周碧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3084 圖解投資管理 劉維琪, 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176 當代日本外交 吳明上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497 消費者行為學 張魁峯, 林靈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3695 實用非訟事件法 林洲富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83848 餐旅日語會話 楊敏烈編著 一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1183862 教學專業Update 王金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886 新給水工程 樓基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947 檔案使用調查與案例分析 林巧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098 漢字300: 習字本 楊琇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4111 圖解政治學 王保鍵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1184135 50則非知不可的課程學概念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73 圖解地方政府與自治 王保鍵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180 自由式(字遊式): 給初學者的編劇遊戲 張英珉, 呂登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210 平成式日本語學習: N4 陳志坪, 謝凱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4234 臺灣與非傳統安全 林碧炤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241 苦悶的象徵 廚川白村著; 魯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272 黑格爾哲學新解 洪鎌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296 班級經營 周新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19 昆蟲軍團與植物王國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26 圖解行政法 王保鍵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4357 陳安如老師的作文實境課 陳安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64 圖解顧客關係管理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95 商標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425 戰後臺灣歷史閱覽 薛化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432 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 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 王泰升, 薛化元, 黃世杰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1184449 絕對讓你看得懂、寫得好的會考作文 齊格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456 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 蔡春美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531 圖解藥理學 顧祐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555 理財規劃不求人 林東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562 著作權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579 被扭曲的南海史: 二十世紀前的南中國海 黎蝸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586 秒懂資料結構 施保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30 生命之詩,死亡之吻: 臺灣現代詩生死主題研究 曾進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54 我的第一堂商用韓語課 游娟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4661 科技英語論文寫作 俞炳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722 日本國家安全的經濟視角: 經濟安全保障的觀點李世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4777 音樂訓練. II, 古典音樂賞析 吳毓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784 技術高級中學: 電子學. I 陳興財, 王建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807 觀光行銷學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876 創造自己生命的故事 林義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906 日本社會入門 佐野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920 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 顧祐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937 民事訴訟與家事事件法釋義 林家祺, 袁義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944 世界末日的九種可能 菲利普.普雷特(Philip Plait)著; 李志濤, 王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951 校務評鑑理論與實務 謝文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019 新多益測驗解析 高志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5026 楚辭探析 周秉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064 圖解成本與管理會計 馬嘉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071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2版 平裝 1

9789571185088 李家同為臺灣加油打氣 李家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149 富蘭克林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蒲隆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156 例解刑事訴訟法. I: 體系釋義版 李知遠著 10版 平裝 1

9789571185163 例解刑事訴訟法. II: 案例解析版 李知遠著 10版 平裝 1

9789571185170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南: 傻瓜也會跑統計 顏志龍, 鄭中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187 大數據視覺化篇 謝邦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194 化妝品化學 趙坤山, 張效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217 做好文獻探討: 走向成功的六個步驟 Lawrence A. Machi, Brenda T. McEvoy著; 李政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31 臨床視光學 江東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48 信託法 王志誠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5262 為臺灣教育加油: 李家同觀點 李家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79 性侵害及性騷擾之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286 出版職人: 飛躍50迎向百年 五南五十周年專案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309 海洋搜救科技與救撈工程實務 吳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316 新世紀臺灣劇場 閻鴻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330 實用微生物免疫學 汪蕙蘭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5347 小朋友最喜歡的地圖 露絲.布洛赫斯特著; 張韶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354 實用護理師英語 王令璿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361 圖解如何舉辦會展活動: SOP標準流程和案例分析方偉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378 翻譯學: 理論、策略、方法 陳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408 陳淑玲十二思路翻轉作文. 1: 加減擴縮改變 陳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446 文化資源導論 王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484 大數據與未來傳播 孔令信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507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 楊琇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521 三國笑史. 8, 強人孫權爭天下!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538 非洲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552 工程契約與規範 許聖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576 文創與城市: 論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文創觀光蘇明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583 雲端運算概論 廖文華, 張志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590 故事與劇本寫作: 文創、電影、電視、動漫、遊戲施百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606 化妝品概論 張效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613 創意城市-巴黎: 法國十八位最重要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原創訪談錄果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620 創意城市: 佛羅倫斯 果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644 統計分析與R 陳正昌, 賈俊平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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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5675 Stata高等統計分析 張紹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5705 詩經古義探源 鄭玉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835 創造自己職涯的故事繪本 林義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910 商用英文寫作 朱海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56378 2010年第三屆中部技職院校行銷與流通管理學術研討會大會論文集中部地區技職院校行銷與流通管理學術研討會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419 將服務學習元素融入專業系所課程之執行方式: 以大學電機系為例李俊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389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第14屆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辦 平裝 1

9789865796402 人圍: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二十八屆中原室設第二十八屆畢業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433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團體作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1849 支配運勢的39種思考術：掌握簡單心法，下決定、決勝負，怎麼做都好運櫻井章一, 藤田晉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93

送存冊數共計：94

中原大學



9789863592204 為什麼寫下"討厭的事"人生會更成功、更快樂? 黑特筆記本推廣委員會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28 菜鳥跑者的七大洲馬拉松 方俊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66 湖 川端康成作; 唐月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273 當代寂寞考 馬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80 日本好食力: 日本米其林餐廳擄獲人心的好服務、好食趣、好創意陳家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97 養生先養腳 邊長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303 我這終將棄用的身體 派姬.辛納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10 情緒之書 蒂芬妮.史密斯(Tiffany Watt Smith)著; 林金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27 紅色覺醒. 3, 銀色新生 皮爾斯.布朗(Pierce Brown)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34 銀河便車指南. 3, 生命,宇宙及萬事萬物 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Noël Adams)著; 丁世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2341 管好你的錢: 一生受用的理財計畫 王志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358 虛構女王 法蘭西絲卡.莎碧亞(Francesca Zappia)著; 亞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65 從男孩到男人: 尼克亞當斯故事集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傅凱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72 但求無傷: 一個神經外科醫生的自大、自省與自我療癒的歷程亨利.馬許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89 尋找天堂峇里島3: 1/2的島嶼生活提案 游智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396 弱者的生存策略: 學習生物演化的古老智慧,不必硬碰硬也能在人際關係、商場競爭獲益的四大生存法則稻垣榮洋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402 轉風: 和蘭嶼交換時間 王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419 寄藤文平的創意畫法: 塗鴉達人的快樂畫畫祕訣寄藤文平著; 林佩儀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592426 銀河便車指南. 4, 掰掰,謝謝你們的魚啦 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Noël Adams)著; 丁世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2457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 芥川龍之介著; 林水福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402 Touch Base. 3 Dennis Grant, David Hepburn作 平裝 1

9789869194419 Touch Base. 2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天馬行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1273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與解說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社團法人臺灣混凝土學會, 美國混凝土學會臺灣分會編著; 方一匡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1273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與解說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社團法人臺灣混凝土學會, 美國混凝土學會臺灣分會編著; 方一匡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401273 結構混凝土建築規範與解說 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社團法人臺灣混凝土學會, 美國混凝土學會臺灣分會編著; 方一匡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761 中韓交通史事論叢 金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60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16: 安心生活 林素一彙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39 中國文化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日本相關之教育與研究: 語言.文學.異文化交流方献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46 苦茶油加工與機能性研討會輯要 施明智, 徐如音, 蘇彥華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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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生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日語系

土木水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中文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15 生命科學 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通識課程委員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09822 Signifiance et forme-sens: Essais de lecture(法文) Alain Leroux[作] 平裝 1

9789865709853 農村觀光資源之調查分析相關研究 蔡龍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808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報. 2016 104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792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畢業特刊. 第27屆, 正能量沈祐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747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暨運動表現研討會. 2015 陳嘉遠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709747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暨運動表現研討會. 2015 陳嘉遠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841 死亡之手愛上你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劉曉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體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廣告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507 百岳 百百悅 蔡明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6972 爬坡、越野、馬拉松: 大學生的時間管理 王淑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085 句型High客: 我的句型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092 暢所欲言學數學: 課室討論教學策略大公開 馮汝琪, 戴絹穎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122 奇怪?奇怪?不奇怪 孟瑛如, 廖俐琦文: 閻寧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139 犀犀的煩惱 孟瑛如, 王銘涵文; 閻寧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160 魔法阿莉 孟瑛如, 葉琬婷文; 張芷育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574 打造新五力競爭力: +.-.x.÷ 張寶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642 全員經營學: 翻轉企業的DNA 野中郁次郎, 勝見明著; 黃靜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9728 大手印淺釋 元音老人著 平裝 1

9789869029735 養生論 王驤陸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密弟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9789866226342 國際馬拉松賽會活動研討會論文集. 2016 羅旭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1425 盆景栽培技巧指南 園藝編輯組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32 寵物飼養指南 陳友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49 消災.解厄.開運.招財符咒秘訣 陳繕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56 1000萬人觀光英語速成 許富順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63 觀光日語.英語一週通 許淑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70 日語50音練習字帖 巫沅達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87 易理羅盤解 林崇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494 家庭水耕及無土介質蔬菜栽培入門 園藝編輯組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71500 婚喪喜慶題辭呷新娘茶講好話 蔡狄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17 鋼筆硬筆字楷行草大全 蔡狄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71147 營建工程防災技術. 基礎施工篇 沈茂松撰著 修訂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2971154 稅務會計(含稅務法令及實務) 吳家驥, 陳崑山, 饒月琴編著 修訂第39版 平裝 1

9789862971178 土地利用法規新論 李欽漢, 徐國城編著 修訂4版 平裝 1

9789862971185 工程數學題型思路分析 劉明昌編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2971215 工程數學學習要訣 劉明昌編著 修訂十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71192 工程數學學習要訣 劉明昌編著 修訂十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727856 土地法: 法規圖解與實務運用 鍾麗娜編著 修訂第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052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16年版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393 婚姻的藝術: 進入上帝設計的核心 家庭生活事工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537 哲學智慧與省思 陳中庸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101 臺灣原住民創意紙藝 吳權慧作 平裝 1

9789869303101 臺灣原住民創意紙藝 吳權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226 觀看的挑戰: 黃朝謨畫展 黃淑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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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象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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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租稅研究會



9789863360988 東京OUT: 橫濱.箱根.鎌倉.江之島 三小a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995 OVER60東京時尚街拍: 不論幾歲,都希望做個令人嚮往的女性MASA, MARI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008 紐約 許志忠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1015 Traveller's曼谷泰享受. 2016-2017年 吳靜雯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022 聖地之旅: 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敘利亞 邱世崇文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039 西班牙深度之旅: 馬德里、巴塞隆納、瓦倫西亞、塞維亞. 2016-2017年宋良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046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藍麗娟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053 莫斯科.金環.聖彼得堡 王姿懿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077 開始在越南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084 開始到義大利看藝術: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波提切利、拉斐爾吳靜雯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091 開始在泰國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107 Traveller's波士頓 周蔚倫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114 搭地鐵玩遍上海 葉志輝文字.攝影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1121 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 潘錫鳳, 陳喬文, 黃雅詩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152 搭地鐵玩遍首爾 索尼客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183 倫敦旅行家 林庭如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190 雪梨 Mei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3959 夢想密碼：從壓力源頭清除成功的阻礙 亞歷山大.洛伊德(Alexander Loyd)著;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222 30天解決肩頸腰背痛: 神奇的瑜伽療法,拯救無數患者的自癒奇蹟Dad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4222 30天解決肩頸腰背痛: 神奇的瑜伽療法,拯救無數患者的自癒奇蹟Dad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54239 前世今生愛未央:魏斯博士回溯治療 ,意外牽起靈魂伴侶的今世情緣布萊恩.魏斯(Brian L. Weiss)著;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246 話說對了,孩子的行為和心理就會改變 李林淑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253 我要心動一輩子: 親密關係的10道練習題 賴佩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260 幸福三真相: 印度聖哲薩古魯的生命轉化指導 薩古魯(Sadhguru)著; 郭冰虹, 吴佳譯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方智



9789861754277 明明是基本款,卻很歐夏蕾的穿搭術 山本明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284 按壓腳趾頭,告別疼痛與側彎: 肩頸僵硬、腰痛、關節痛、O形腿、脊椎側彎、拇指外翻......都能改善湯淺慶朗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其他 2

9789861754291 為自己站出來!: 你可以克服霸凌,以及其他壓迫你的事力克.胡哲(Nick Vujicic)著; 朱悅晴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307 性福小宇宙: 啟動女人性能量的身心療癒手冊 劍持奈央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0881 世界名牌狗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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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62928 液化區基礎修復補強工法對策說明書 周功台等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307 相約五股: 六房媽過爐 徐雨村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7340 藝術進入社區: 臺北事件簿 李永展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工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房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區營造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9789868786547 左右為難的專業抉擇: 社會工作倫理案例彙編. 第三輯秦燕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79286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rolling XXVII. 2015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957 保險經營論壇. 第三輯 廖述源, 呂慧芬, 呂廣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920 <>20年的回顧與前瞻 楊思偉等編撰; 吳清基, 黃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920 專題郵刊. 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613 Museum branding: redefining museums for the 21st centur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ICOM MPR conference. 2014Joy Chih-Ning Hsin作 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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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範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計算語言學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7746 全國資訊安全會議論文集. 2016第26屆 官大智, 周永振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252 ALS漸凍人照護手冊 游淑華總編輯; 黃士恭, 李淑姝日文翻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1788 電影攝影. 27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516 臺灣廠商跨境經營全球電商市場教戰手冊 朱訓麒, 楊惠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6663 臺陽美展畫集. 第七十九屆 吳隆榮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3515 舞劍壇創作人協會得獎作品集. 2015: 文學獎、繪圖獎、文創舞星獎莊稘玉, 林子堯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陽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舞劍壇創作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影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資訊安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912 南部展. 第63年 蘇連陣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0270 霧峰履歷. 10, 社區傳奇 王明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4231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盧美秀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03460 臺灣農產業國際化之挑戰與策略研討會專刊 方怡丹等作 平裝 1

9789868003477 永續農業: 奈米科技在農業應用之發展及潛力 林耀東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958 國際大數據與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 ERP系統創意應用競賽; 全國高中職企業e化知識競賽. 2016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003 如是我歌: 陳世音作品曲集. 貳 陳世音作曲.編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577 毓老師講人物志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9460 中華服飾學會2016學術研討會暨第27屆國際服飾研討會議審查會學術研究論文暨藝術服裝論文集謝清秀, 陳唯珍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403 天下一家親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513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16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648 隨佛行道 隨佛禪師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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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飛天藝文弘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信用評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服飾學會

中華佛教護僧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840 李越尋書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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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76033 橄欖薪傳: 謝宗安一一0歲紀念展暨海內外名家及中華書道學會會員展中華書道學會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705 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 2015年 汪毓瑋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49425 孕釀幸福: 給迎接新生兒的家庭 白崇亮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9432 我有明天: 獻給與病魔奮戰的生命勇者 彭海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9449 健康寶典 韋君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9456 人際關係 李順長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49463 鳳凰花開: 獻給畢業生 韋菊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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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丹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土安全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9789869287500 遠紅外線白金電磁波被墊寢具之研究 毛井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137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暨中華創意臺灣研究學會聯合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6賴志松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01902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38屆 陳國儀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01933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6年第2屆利樂漢瑪冬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7601933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6年第2屆利樂漢瑪冬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7601940 2016年第31屆里約奧林匹克運動會賽前考察團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6730 青梅本事(精簡本) 巫勝榮作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807 首屆兩岸民族技藝書畫大會 曾安田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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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聖道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奧委會



9789866355394 耶穌是誰?: 簡明基督論 馬克.瓊斯(Mark Jones)著; 高阿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640 臺灣地區工商業財務總分析. 2015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45版 平裝 1

9789866724749 臺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6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9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2439 新生家庭與大美人生 陳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46 心理禪: 禪學與現代心理治療 徐光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53 原生家庭與幸福人生 陳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60 熊孩子日記 鳳逸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77 國術魂: 中國武術的精神世界 徐光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84 心理佛: 東方的智慧與啟示 徐光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491 漢字情: 符號中的情感世界 羅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07 君子樂: 中國古典音樂心理分析 徐光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14 中國精粹. 飲食養生卷 孫維新, 朱旭編著; 劉川, 王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21 中國精粹. 語言文學卷 孫維新, 朱旭編著; 劉川, 黃患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38 中國精粹. 歷史哲學宗教卷 孫維新, 朱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45 徽州文化全書: 徽商 王廷元, 王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52 徽州文化全書: 徽菜 邵之惠, 洪璟, 張脈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69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村落 陸林, 凌善金, 焦華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76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宗族社會 唐力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83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篆刻 翟屯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590 中國精粹. 世界遺產卷 孫維新, 朱旭編著; 劉川, 王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聯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9789865682606 中國精粹. 藝術卷 孫維新, 朱旭編著; 劉川, 覃素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13 中國精粹. 科學技術卷 孫維新, 朱旭編著; 劉川, 覃素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20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工藝 鮑義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37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建築 朱永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44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版畫 張國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51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刻書 徐學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68 徽州文化全書: 徽州民俗 卞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37146 利衛疆攝影輯: 臺上臺下 利衛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7358 權力分立下之預算控制 廖國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358 權力分立下之預算控制 廖國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365 從中國大陸司法實踐論紐約公約第五條「公共政策」之可預測性陳希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365 從中國大陸司法實踐論紐約公約第五條「公共政策」之可預測性陳希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396 當代轉型正義的制度與規範脈絡: 兼論南韓與臺灣的經驗比較李怡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396 當代轉型正義的制度與規範脈絡: 兼論南韓與臺灣的經驗比較李怡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402 權力視角下之自殺、加工自殺罪與安樂死 陳和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402 權力視角下之自殺、加工自殺罪與安樂死 陳和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419 論我國長期照護雙法草案及其法律問題: 兼論德國之長照保險制度蔡雅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419 論我國長期照護雙法草案及其法律問題: 兼論德國之長照保險制度蔡雅竹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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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中華攝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308 太極導引. 第參號, 意 吳文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7615 奇幻島冒險記: 專注力大考驗,你有本事找出160個錯誤嗎?瑪莉歇爾.馬提(Mcritxell Marti)作; 澤維耶.薩羅莫(Xavier Salomo)繪; 陳素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147 我的火車演進大發現 艾蜜莉.波恩(Emily Bono); 柯林.金(Colin King)繪; 陳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178 雲端的真愛密碼 艾美.韋伯著; 德密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185 我的航海工具大發現 康羅德.梅森(Conrad Mason)作; 柯林.金(Colin King)繪; 甘錫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208 色鉛筆的餐桌小旅行 陳慶祐, 張瓊文文字; 張瓊文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239 親親奶奶 安娜.貝爾圭(Ana Bergua)作; 卡門.薩拉(Carme Sala)繪; 蘇真穎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5730246 我的娃娃朋友妲莉雅 芭芭比.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著;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253 我的太空歷險大發現 凱蒂.丹恩斯(Katie Daynes)作; 彼得.艾倫(Pater Allen)繪; 甘錫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260 洞裡頭有什麼東西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27660 皮耶. 艾曼,可以教我做法式甜點嗎? 皮耶.艾曼(Pierre Herme), 索蕾妲.布哈維(Soledad Bravi)作; 徐麗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277 手作熱三明治: 烤出酥脆口感、層疊美味,在家也能做出媲美專賣店的完美熱三明治林睿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284 我的地底世界大發現 艾力斯.弗瑞斯(Alex Frith)作; 柯林.金(Colin King)繪; 甘錫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291 我的地球變化大發現 凱蒂.丹恩斯(Katie Daynes)作; 彼得.艾倫(Pater Allen)繪; 甘錫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07 下雪日二人組 理查.柯提斯(Richard Curtis)作;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繪; 劉握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14 你看看你,把這裡弄得這麼亂 劉旭恭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45 世界上的此時此刻 克洛蒂德.貝涵(Clotide Perrin)圖.文; 李旻諭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9820 巴赫花精療諭卡 李穎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巴赫實業

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722 純正好酵素的釀造寶典 巴魯巴, 杉本雅代作 第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78544 龍樹菩薩論頌集 龍樹菩薩造頌作 2版 平裝 1

9789867078643 佛教的本質<> 查列嘉貢仁波切(Traleg Kyabgon)作; 噶瑪策凌卻準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650 禪.簡單啟示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彙編整理 2版 精裝 1

9789867078667 禪淨雙修: 虛雲老和尚開示錄 虛雲老和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78681 楞嚴經淺釋 夢參老和尚主講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7078674 楞嚴經淺釋 夢參老和尚主講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7078698 內觀基礎: 從身體中了悟解脫的真相 馬哈希作; 茅塔諾英譯; 嘉義新雨編譯群中譯 3版 精裝 1

9789867078704 緬甸禪坐: 究竟的止觀之道 馬哈希等著; U Myint Maung編譯 2版 精裝 1

9789867078711 大乘起信論 馬鳴菩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7078728 彌勒菩薩五部論頌 印度彌勒菩薩造頌 2版 平裝 1

9789867078735 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742 菩薩問明品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編輯部整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3887 閱讀教學實戰策略 蘿拉.羅伯原著; 趙永芬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948 教室裡的小劇場: 圖畫書戲劇教學示例 葛琦霞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魯巴101文化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廣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5998 靈秀微塵 梁兆熙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395 歐亞企業經營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3Y. Dvortsov等作; 黃國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01 臺灣特有種蝴蝶概覽: 附中英日語3D擴增實境影音App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18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 歐語教育的傳統與創新 張守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0233 不被遺忘的時光: 從失智症談如何健康老化 黃宗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23 心靈寫作: 創造你的異想世界 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作; 韓良憶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30 跟孩子更親近: 親子關係的焠鍊與成長 丘彥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47 繭居青春: 從拒學到社會退縮的探討與治療 齋藤環作;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54 寫,在燦爛的春天 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作; 鄧伯宸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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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藻外語大學國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數位系

送存冊數共計：2

月臨畫廊



9789863570561 沉思的旅步: 王浩威的心靈遊記 王浩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78 心理韌性的力量: 從創傷中自我超越 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著; 謝幸芬, 林德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92 找回專注力: 成人ADHD全方位自助手冊 高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08 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談精神疾病與司法鑑定 吳建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15 森林益康: 森林的療癒力量 林一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22 巴金森病完全手冊: 給病患及家屬的照顧指南 威廉.溫拿(William J. Weiner), 莉莎.修曼(Lisa M. Shulman), 安東尼.連恩(Anthony E. Lang)著; 陳登義譯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235 失去你的那一天 大川大立數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作; Di Fer小說創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242 紙牌屋. 2, 對弈 麥可.道布斯(Michael Dobbs)作;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259 我是安婕希 同名寫真 安婕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273 我的少女時代 玉春雷娛樂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280 裸 naked_a.m p.m 李維維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81297 我想起......我可能不會愛你: 繪本書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4307 澀世紀傳說: 寫真全紀錄 北京愛奇藝, 達騰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14 失去你的那一天旅遊寫真 大川大立數位影音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38 陰魂不散的海明威 泰瑞.法立斯(Terry Fallis)作; 林孝謙, 江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52 人間散策 吳洛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69 對不起,我不正常 麗莎.威廉森(Lisa Williamson)作;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76 王家梁 鍛鍊 王家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83 馨亞。新芽 馨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90 解婕翎 同名寫真 解婕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706 Sandy & Mandy青春悸事寫真 周玗希, 周玗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713 天使與惡魔: 人性相談室 寶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720 Say Yes寫真EP 簡廷芮, 安婕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5737 聶小倩.寫真畫卷 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水靈文創



9789869265768 聶小倩原著小說 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作; Di Fer小說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534 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 奧斯曼的黃粱夢 卡羅琳.芬冦爾(Caroline Finkel)作; 徐大成,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00558 女巫 朱爾.米榭勒(Jules Michelet)作; 張穎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602 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 山田昌弘著; 方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619 西方正典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著; 高志仁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00626 我們為何膜拜「青春」? 羅伯特.伯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著; 梁永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0598 主題式圖解彩色兒童英漢字典 陳詩卉, Amanda Parmley Wu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710 詳解學生小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796 帝王傳說: 從前有個萬歲爺 程怡菁編著; 夢想國工作室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888 史記: 司馬遷的歷史故事 司馬遷原著; 程怡菁改寫; 夢想國工作室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895 三國演義: 過五關斬六將 羅貫中原著; 程怡菁改寫; 夢想國工作室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901 3天就能拿筆寫英文作文 陳伊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918 300片語讀出英文爆發力 Wenny Tsai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925 多用成語辭典 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4290949 民法概要 林大洋著 修訂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290956 白話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彭程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963 白話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原著; 趙國棟, 胡文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970 三十六計演義 初曉編撰 四版 平裝 1

9789864290987 白話儒林外史 吳敬梓原著; 邵彥恩改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007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哺乳動物篇 洪邦程編著; 蘇偉宇, 呂有財繪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立緖文化



9789864291014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非哺乳動物篇 詹琇玲編著; 高章欽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021 西遊記. 上, 出發吧!筋斗雲 吳承恩原著; 胡琇雅改編; 久久出版工坊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038 西遊記. 下, 看悟空七十二變 吳承恩原著; 胡琇雅改編; 久久出版工坊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052 最新基本小六法 施茂林編 修訂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069 妮妮上廁所 許麗萍作; 陳志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076 波比上廁所 許麗萍作; 陳志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090 看故事學成語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1113 牛頓(全彩版) 林佳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20 華盛頓(全彩版) 黃雪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37 影子殺手(全彩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44 八大奇案(全彩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51 5天學好英文文法 Yen-l O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68 日語旅遊應援手冊 世一外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175 最新標準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六版 精裝 1

9789864291182 新編標準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4291281 日語生活應援手冊 世一外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298 小餐桌的60道私房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04 小餐桌的60道家常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11 小餐桌的60道“醬”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28 小餐桌的60道人氣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35 小餐桌的60道假日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42 小餐桌的60道宴客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59 小餐桌的60道省錢料理 世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366 走訪恐龍博物館 陳麗美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373 認識有毒動物 謝錦珠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397 歷代偉人故事 蔡雨純編著; 蔡銘山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410 三國演義 范雅芬編著; 張昭濟, 吳自立, 黃山農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427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1465 奇怪的屋子(全彩注音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472 黃金三角(全彩注音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02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原著; 李昀亭改編; 久久工作室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19 小學生的閱讀: 就是要讀得「廣」. 初階篇 姜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26 小學生的閱讀: 就是要讀得「深」. 進階篇 姜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33 小學生的閱讀: 就是要讀得「精」. 挑戰篇 姜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40 小學生的閱讀: 就是要讀得「通」. 高手篇 姜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57 小學生的閱讀: 就是要讀得「懂」. 入門篇 姜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564 小學生的閱讀: 就是要讀得「多」. 基礎篇 姜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618 世界童話故事 陳俐妤編著; 吳玉婉, 謝乃禹, 莊婉媚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1731 寫字不難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1748 詩意隨筆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425 時刻石課 周珠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7232 Revelation 20 Years of oppression and injustice: a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strugglesMin-Yuan Tan, Ping-Fan Ding, Ching-Bai Huang[作]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263 結婚要有愛情: 獻給所有人的泰瑞薩觀點. V 劉峯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270 一個人.環島.趣: 寫寫畫畫的島嶼記事 陳貴芳圖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加力畫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108 甲子書會作品集 甲子書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0200 呵呵 七世有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0217 國家一級註冊驅魔師上崗培訓通知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231 國家一級註冊驅魔師上崗培訓通知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224 國家一級註冊驅魔師上崗培訓通知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10248 國家一級註冊驅魔師上崗培訓通知. 外傳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0453 成化十四年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460 成化十四年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477 成化十四年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484 成化十四年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10491 成化十四年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106 流:流動的生命力,浪潮中臺灣: 第一、二屆移民工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東南亞移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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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10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甲子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心工作室



9789869176545 彩繪詩詞小品 鄧韻梅繪著 平裝 1

9789869259019 勇者的畫像 鄧韻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409 草螟弄雞公 盧易之的臺灣民謠改編曲 鋼琴作品: 天黑黑.草螟弄雞公盧易之改編; 王敏而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036 愛呀X美啊X人生哪: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時尚守護者」的玩酷主張葛蘭絲.朵荷(Garance Dore)作;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43 內向者的成功密碼 朵麗絲.梅爾丁(Doris Märtin)作; 黃秀如譯 平裝 1

9789869261050 超神奇!貓背伸展操7天改善你的視力! 清水真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1190 獅子王御書 第三文明社, 小學生文化新聞編輯部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299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91077 學習勝利的經典: <>. 4, 崇峻天皇書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077 學習勝利的經典: <>. 4, 崇峻天皇書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329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91329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91336 暢談和平的哲學與詩心 斯圖亞特.里斯, 池田大作作; 陳鵬仁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891343 生命的光采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91350 生命的光采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著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91367 學習勝利的經典: <>. 5, 如說修行抄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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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尼可樂表演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文化



9789578862579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7278364 簡易教學: 給新朋友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一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214 iMaya馬雅卡 陳盈君作; 郭懿萱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2206 你也可以是專家!: 25篇國勞農健保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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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32094 COMSOL Multiphysics工具機有限元素分析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53760 般若波羅蜜多經: 愛徒老師指導平安書苑讀書會心得報告(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407 大學現代文學課程創新教學之規劃與實踐: 以「臺灣小說選讀」為例莊文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407 大學現代文學課程創新教學之規劃與實踐: 以「臺灣小說選讀」為例莊文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巨而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皮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左西心創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8526 靴下貓. 3, 不合季節的襪子 Toya Yoshie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00 投資跟你想的不一樣! 周皇仁, 卓天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17 日日見財!全臺33家超人氣必拜財神廟開運指南 日日見財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24 上海美食80選: 貴婦美食達人PEGGY上海的華麗探險林佩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79 易玄虛研究 葉福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86 亞洲插畫年鑑. 2016 本本國際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09 飛翔的一條線 蕭麗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16 空服員應考特訓班: 跟著我一起當空姐,50堂空服員筆試、口試、成功錄取一次考上必勝全攻略!翱翔者聯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23 好想幫你帶便當: 大人小孩都愛吃!布魯媽媽美味嚴選42組好吃、容易上手的便當Lina布魯媽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30 學校老師沒教的賺錢祕密. 2: 早知道早有錢!搞懂40個套利關鍵法則,死薪水也能輕鬆倍增財富林茂盛, 錢偉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12010 白雲枕頭: 寬恕與認錯的學習 張晉霖文; 洪毅霖, 張晉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27 蝴蝶風箏: 寬容與分享的學習 張晉霖文; 洪毅霖, 張晉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34 一毛小刺蝟: 分享與付出的學習 張晉霖文; 洪毅霖, 林恩發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41 奇怪的客人: 禮貌與態度的學習 張晉霖文; 洪毅霖, 程千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58 白鼠公主的南瓜車: 貪圖玩樂的警惕 張晉霖文; 洪毅霖, 程千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65 一塊錢.買一個夢: 夢想與實際的體認 張晉霖文; 洪毅霖, 林恩發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72 笨傑克上街: 對應關係的學習 張晉霖文; 洪毅霖, 程千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89 「哈啾」不見了: 健康生活的學習 張晉霖文; 洪毅霖, 林恩發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096 小松鼠的月亮: 交朋友的學習 冰波原著; 李美華改寫; 洪毅霖, 張晉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02 小熊兄弟: 手足相親的學習 李美華文; 洪毅霖, 張晉霖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巧育文化



9789862912119 大象的煩惱: 環境保護的學習 李美華文; 洪毅霖, 洪文卿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26 老樵夫的琴聲: 自我認知的學習 李美華文; 洪毅霖, 程千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33 神奇魔法屋: 想像力的學習 李美華文; 洪毅霖, 程千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40 果園的好朋友: 助人的學習 張秋生原著; 李美華改寫; 洪毅霖, 張淑琴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57 迷糊的阿山: 記憶力的學習 武玉桂原著; 李美華改寫; 洪毅霖, 張晉霖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64 蝴蝶傘: 危機處理的學習 延玲玉原著; 李美華改寫; 洪毅霖, 程千芬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12171 生活教育學習繪本 張晉霖企劃總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912188 小兔子的願望 張秋生原著; 李美華改編; 陳珮瑋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195 巨人冬冬的玉米 延玲玉文; 陳珮瑋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01 我一點也不醜 張晉霖原著; 洪文卿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18 最寶貝的東西 張晉霖, 張郎文; 張郎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25 獅王的祕密 張晉霖文; 許文豪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32 老樹上的小鳥 張秋生原著; 李美華改寫; 張郎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49 變大變小的獅子 趙冰波原著; 李美華改編; 張郎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56 躲在樹上的雨 張秋生原著; 李美華改編; 林明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2263 品德行為.美德智慧創作繪本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003 華佗五禽經絡氣功: 葵華寶典 李坤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003 華佗五禽經絡氣功: 葵華寶典 李坤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003 華佗五禽經絡氣功: 葵華寶典 李坤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411 鄭愛華「謝謝你!」油畫創作集. 2015 鄭愛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北投華夏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白沙灣藝術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222 漫畫貫通世界史 金相勳原著; 尹相奭文圖; 巨河文化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3520 馬基維利: 權力的哲人 羅斯.金恩(Rose King)著; 吳家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154 拿破崙: 法蘭西人的皇帝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作; 李怡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53 托克維爾: 民主的導師 約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作; 柯慧貞, 傅士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345 照破: 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 吳叡人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352 科倫醫生吐真言: 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 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 崔佛.聘區(Trevor Pinch)著; 李尚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500 皮時尚: 犬界女優小皮的演藝穿搭秀 小皮媽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1517 買不到的滋味: 50款讓你想家的飲食物件 平松洋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1524 北歐雜貨手帖: 名家設計好物100款 おさだゆかり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1531 人類圖去制約之旅: 一個人的革命 瑪麗.安.溫妮格(Mary Ann Winiger)著; 周寧靜、曾琬迪, 蔡裴驊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1548 你家也會有的廚房家私:買不到的日常滋味.2 平松洋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548 你家也會有的廚房家私:買不到的日常滋味.2 平松洋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562 與孩子心靈有約: 20堂給大人與孩子的靜心啟蒙課王漪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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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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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726 重啟咲良田 河野裕著;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444 一起尋找幸福吧? 腰乃作;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482 金色四重奏 遊步新夢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529 謎情夢幻湖 麗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598 混沌異書紀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611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86628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86635 貓咪的新娘 小嶋ララ子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642 方舟九號. 3, 源體的魔導士 安井健太郎作; 青涸軒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86659 超自然研究會 櫛木理宇作;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666 怪盜偵探山貓 神永學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673 甜酒本釀造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697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86727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 尤靜慧譯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5686703 生存之道: 任俠書房 渡边保裕作; 今野敏原作;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710 東京心中. 3, 你要不要也賭上自己的人生? トウテムポ一ル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734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86796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86741 全部都給你 槇えびし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758 KISS MY ASS觀我屁事 大見武士作;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765 文豪Stray Dogs. 2, 太宰治的黑幫時代 朝霧カフカ原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772 混沌異書紀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6802 機率搜查官御子柴岳人 神永学原作; マジコ作畫; 江荷偲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86819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86826 魔戀水晶灣 麗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4

四季國際



9789865686833 臭臉達令 奧山ぷく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840 昔日之蝶 宮城とおこ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857 文豪Stray Dogs. 3, 偵探社設立祕話 朝霧カフカ;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864 牡丹非花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86871 牡丹非花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86901 重啟咲良田. 3, 兒時記憶 河野裕著;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918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86925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9789865686932 東京心中. 4, 我願意永遠當你的奴隸 トウテムポ一ル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949 生存之道: 任俠書房 渡边保裕作; 今野敏原作;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86970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86987 怪盜偵探山貓: 銜尾蛇的虛像 神永學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994 混沌異書紀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9539 守護天使塔羅牌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羅賴.瓦倫坦(Radleigh Valentine)著; 林瑞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553 天使能量排毒法: 身體與心靈的最佳揚昇化指引書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羅伯.瑞夫(Robert Reeves)著; 黃愛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560 天使占星學: 連結十二星座大天使 顯化幸福生命藍圖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陳萱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577 神奇美人魚與海豚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584 情緒藝術: 喚醒內在力量、與和諧共舞 露西雅.卡帕席恩(Lucia Capacchione)著; 沈文玉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7810 大風起兮: 林昭慶公共藝術作品輯. 2 林昭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47810 大風起兮: 林昭慶公共藝術作品輯. 2 林昭慶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8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古采藝創環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9667 乙級美容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向翊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81029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 翁美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082798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奪照寶典 明軒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0760 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術科通關寶典 劉生武, 陳永炎著 8版 平裝 1

9789864550791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實作祕笈 乾龍工作室編著 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4550807 穀類加工: 麵包、西點蛋糕類含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解析蕭淯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814 穀類加工: 酥油皮、糕漿皮類含丙級中式麵食加工學術科解析蕭淯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845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秘笈 孫婉倩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550951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0975 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羅明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033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劉生武, 葉佳興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1200 丙級中式麵食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蕭淯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217 丙級烘培食品學科工作項目解析 蕭淯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279 英文101: 單字一頁書 七海創意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51323 PVQC觀光旅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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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51330 乙級印前製程術科實作秘笈 倪慧君編著 3版 其他 1

9789864551347 丙級飲料調製學術科通關寶典 JiNa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354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4551361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題庫高分關鍵含解析 陳惠華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4551378 丙級飲料調製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JiNa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378 丙級飲料調製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JiNa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392 CPLD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邁向PLD可程式邏輯設計應用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劉國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1408 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黃旺根, 羅仲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1453 乙級美容術科必勝秘笈 陳麗文, 劉麗香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科大圖書



9789864551569 升科大四 技數學A跨越講義 巫曉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576 升科大四 技數學B跨越講義 劉源禎(劉慎), 巫曉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750 丙級中餐烹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羅明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78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孫明華, 賴育材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551804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跨越講義 柯雲龍著 6版 平裝 1

978986455181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林昂,高賦沅, 林欣著 8版 平裝 1

9789864551866 用Scratch與mBlock玩mBot機器人. 初階 王麗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1903 數位設計基礎: 邁向DMT數位多媒體綜合能力國際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吳順治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153 食品加工. I 陳坤地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290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2283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六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552306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許雅惠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552344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升學寶典 許信凱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815 你的歌我來唱. 5: 當代中文藝術歌曲集 林玉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822 烏克琴話: 周杰倫情歌五首 周杰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001 我也走你的路: 臺灣民主地圖. 第二卷 余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018 人是被光照的微塵: 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 余杰, 阿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活能量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7

世界文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007 技術之藝 黃錦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051 安寧療護與悲傷輔導 秦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68 學而「實習」之: 社會工作實習指南 David Royse, Surjit Singh Dhooper, Elizabeth Lewis Rompf原作; 吳國棟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75 社會醫療化: 論人類境況如何轉為可治之症 Peter Conrad著; 許甘霖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82 藥向前行: 臺灣藥品行銷發展 賴宗成, 陳琮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099 正向領導力 Kim Cameron著; 謝傳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05 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實務手冊 鄭麗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12 水果政治學: 兩岸農業交流十年回顧與展望 焦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29 銀髮生活: 建構優質的長青生活與環境 巫麗雪等著; 蔡瑞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43 洞見都市: 臺灣的都市發展與都市意象 章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50 紡古織今: 臺灣紡織成衣業的發展 溫肇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67 組織倫理 葉保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74 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 區域、國家與族群 楊聰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181 北歐銀色新動力: 重拾個人價值的高齡者照顧 周傳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4567 一見你就討厭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74 猛烈的佔有 曼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81 浪漫與偏見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98 魔女的騎士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4611 魔女的騎士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禾馬文化



9789863354604 魔女的騎士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354628 淑女的騎士 典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635 再見妳更傷心 葉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642 少爺逼我嫁 寶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659 她的英雄 喬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583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閻沁恆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584 城隍明道經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346 揮灑: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二技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5級105級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二技全班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405 飛越心中的五指山 林雙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宸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仙草個人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史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印刷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9818 發財開運寶典. 2016(簡體字版) 林果昆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601 30個經歷神回覆的禱告. 職場經濟篇 徐欣嫻, 陶牧群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6383 天國的福音 奉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390 基督宗教女性論文集: 以臺灣處境為主軸 石素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406 基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第七冊, 拿撒勒的耶穌 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420 恩典與真理 江榮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437 使徒保羅「教牧書信」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444 我走過來的路 矢內原忠雄著; 郭維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451 羅馬書 黃登煌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5996468 羅馬書 黃登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6475 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 矢內原忠雄著; 郭維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482 轉運轉命的關鍵時刻 陳斯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499 在地如天的生活 江榮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05 合神心意的人 江榮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12 華人宣教心視野 江榮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29 基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第八冊, 耶穌的上帝國 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43 走在神的旨意裡 江榮義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50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67 動盪年代 矢內原忠雄著; 郭維租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加略山



9789865996574 從「尼希米、提多」學建造教會 蔡忠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81 聽雨樓手札 姜寶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598 輕敲心牆 彭伶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5996598 輕敲心牆 彭伶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5996604 輕敲心牆 彭伶雅著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5996611 Enoch以諾 彭伶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6628 新約<>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635 基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第九冊, 耶穌上帝國的比喻故事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642 失落的世代危機 陳斯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659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666 新約<>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6680 基督教聖經故事新解. 第十冊, 耶穌解讀他的猶太教聖經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697 基督宗教與死刑之錯綜複雜的迷宮地圖 陳文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703 保羅與他處理問題的智慧 陳嘉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401 花花谷 陳大頭文; 李小二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3984 土地稅法規精要 莊仲甫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4219 勞資和諧法律看招 李永然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854226 企業營運節稅帳本 林隆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233 合建.預售法律實務 李永然等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1

卡密拉兒童文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094 菩提樹下談政治 張亞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0100 執母之手與母同遊 劉洪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0117 總統?總督?!臺灣精神與文化中國 黃光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0005 Target Tai Chiang Ching[口述]; 蔡雅芬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1642 心靈財富發現之旅: 尋找本來 創造未來 陳漢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13 又來搞飛機: 型男機長瘋狂詹姆士の東洋戰記 瘋狂詹姆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199 紫微易數 四化玅用 方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30 臺灣瞿家源 瞿又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77 輕鬆學書法: 硬筆楷書篇 林岳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84 女孩,讓祂來 恩典滿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91 見聞與思辨 李晶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04 夏其鵬文集 夏其鵬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83042 我想大聲說愛你. 之二: 築夢 烏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73 一個中國主編寫的英文社論 孫瑞芹著; 張堅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27 他來自佛菩薩的國度 張秀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34 飛行原理概論(含計算題練習) 郭兆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3141 死神旅者: 神旅卷一 黑色簽字筆M.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583158 7-11,遇見 dj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65 中國大陸與臺灣高中國文教育之比較(簡體版) 李孟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72 林莉芳的異想詩畫世界 林莉芳, 劉懿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89 K線的重新探索: 掌握原點, 邏輯推理漲跌 藍健銘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白象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生智



9789863583202 黃海自由經濟區 李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35 2197: 那些按快門的日子 黃健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19 跨海緣 李婷, 蔡知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26 奇域心奇遇 洪正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33 年金改革: 你應該知道的真相 羅德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40 實習醫師鬥格 陳建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57 蕾神的筆桿子 孫榮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64 傘開.信念 傘下的公教青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71 我想大聲說愛你. 之三: 信念 烏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88 不只是爬蟲: 綠鬣蜥迪亞哥的故事 Lion Z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18 去他的好朋友 傑兒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32 覺愛首部曲: 愛無邊界 默涵穆克塔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56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著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3583363 女同志母女關係的衝突: 以杜修蘭「逆女」小說為例房智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70 臺灣蜜餞推手: 南安儒商洪錫佛先生傳 洪瑞瑜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87 臺灣死亡咖啡館: 故事版 郭慧娟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94 讓生命發光發熱 林怡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417 股價不會說謊,更不會騙你 傅國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424 煉之首部曲: 煉之旅 高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448 伍年級,初詩 林志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479 物競天擇. 野外大地篇 五代關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3493 物競天擇. 野外大地篇 五代關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83486 物競天擇. 野外大地篇 五代關徒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83509 誰信你的神話 汪小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16 交易 莫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23 林挺生的思想探源 林正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47 心言小語 李壽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54 訴訟案件或有負債認列準則之研究 林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92 我曾遇見花開 汪曉婷, 陳昱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615 四十枚型詰將棋 張家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653 請問貴性 蕭郁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83660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3691 Eifel,My Home~跨德比荷邊境的幸福旅程 Sunny Föhr-Hu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45 馬英九們,醒醒吧!: 小英,準備好了嗎? 鄧予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5570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 性、謊言、喇嘛教(簡體字版)張正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587 喇嘛性世界: 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簡體字版)張善思, 呂艾倫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792 法華經講義. 第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792 法華經講義. 第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808 法華經講義. 第五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15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822 法華經講義. 第七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839 法華經講義. 第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007 書上設計展: 118位新銳設計師特刊 尼普利編輯室企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3775 忠心的工人: 小組牧養手冊 李永勳著; 丁燦鍾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尼普利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斯拉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2

正智



9789866563782 五重高效管理: 從自我健康擴及策略創新 蔡錦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080 全民國防心素養ALL-UP: 臺灣夢攻略學 湯文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363 玫瑰送來的道別 克萊兒.佛妮絲(Clare Furniss)著; 陸篠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387 正義的伙伴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394 膽子訓練營 管家琪文;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00 愛上寫作的11種方法 林德俊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17 少年十五從軍趣 丘樹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48 東女王的賀禮 林秀穗文; 廖健弘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62 粉紅色的小鐵馬 管家琪文; 陳維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479 學校團體協商對應手冊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3505 夜花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512 雨 張漠藍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529 簡單愛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536 泫灣(日の章) 張漠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574 香珀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581 綺蔓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598 十三號浪漫小酒館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04 迴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11 星空下的摩天輪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28 越界 張漠藍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北極之光文化



9789866663635 冰與火. 夏影篇 西川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42 卡帕 極光下的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59 小野羊與大紅帽 愛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66 巴黎小步舞曲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73 一朵菊花 西川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80 夏末香氣 張漠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697 雅典迴旋曲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03 心語 祐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10 如汐 安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27 心之央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34 櫻珀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41 有生之年 安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58 樂愛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65 歡沁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72 忘情精靈 秋陽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89 焰昭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796 手指(典藏版) 張漠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63802 守護妳的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19 緣情書 安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26 偷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33 凝霰 愛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40 戀蝶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57 花惑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64 冬城 安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71 甜蜜逆襲 秋陽, 安謹, 愛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88 只想擁抱妳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895 我要妳的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01 甜蜜初夏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18 浪漫愛妳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25 相依相偎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32 熾熱心機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49 心音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56 尋找愛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63 溫柔玩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70 美麗傾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87 說好愛我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994 等妳愛我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06 為妳痴狂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13 閃閃如蜜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20 楓隨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37 朝露 安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44 七號深情小食堂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51 六號螢火蟲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68 甜蜜心動 秋陽, 亞瑞, 安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75 蒹葭蒼蒼. I: 我只在乎妳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82 蒹葭蒼蒼. II: 心裡只有妳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999 透明初心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37707 去你的卡債 張慧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18383 三色蓳 劍城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079 灰階。彩虹。 仰泳的鯨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086 月后 薔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093 月溪 張漠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130 凡妹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161 暖暖依 秋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185 暖暖旭 秋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246 曦 亞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260 神無月 貓薄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277 香鏡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284 香苓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314 香珣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338 香芷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345 香影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383 香愛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390 香珂 秋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437 P.S 143,7 恆思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413 香純 秋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3475 泫灣 張漠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9203 讓您財源滾滾的廿四個風水錦囊 玄微五術推廣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1670 忽忽味: 一個媽媽想念女兒的滋味 忽忽, 周碧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87 廉價航空全攻略: 小氣旅行家必備 朱尚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1694 咖啡沖煮大全: 咖啡職人的零失敗手沖祕笈 林蔓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25 臺灣經典賞鳥路線 邢正康, 范國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700 東京味：110+道記憶中的美好日式料理 Maori Murota著; 彭小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77

送存冊數共計：77

玄微五術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塊玉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163 吸血鬼之花. 3, 身分 申智恩作;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9170 東京大人旅 Milly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968 不用工作的城市 建築大叔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975 In Between/Dora Maar/cat I-Hsuan Cindy Wang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4999 失衡的電影文本: 王家衛電影分析 劉永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401 My scenery only for you: 那些不美的臺灣風景 汪正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9418 小津安二郎的餐桌 貴田庄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432 NOT ONLY: 廖偉立建築作品集 廖偉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9449 氣候現形: 建築氣象學 絡吳建築事務所著; 吳介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4901 咦?為什麼是這樣?. 人體奧祕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918 發明小百科 梅洛琳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925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動物王國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932 電影版妖怪手錶: 誕生的祕密喵 益智100問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4949 My Melody在哪裡 Sanrio Company, Ltd.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956 成語故事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963 名人偉人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970 世界童話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田園城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405 起死回生操盤手 林士榮的山野傳奇 林士榮口述; 柯焜耀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4717 逗比姑娘闖君心. 卷三, 天兵掛帥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724 山田戀. 卷二, 我的種田時代 雪妖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731 珍饈傳. 上卷, 玉食覓良緣 寒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793 逗比姑娘闖君心. 卷四, 逆轉天下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809 山田戀. 卷三, 在山頂中心呼喊愛情 雪妖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748 珍饈傳. 下卷, 願君嚐相思 寒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816 逗比姑娘闖君心. 卷五, 繾綣風雲.番外總集篇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823 山田戀. 卷四, 不能說的來歷 雪妖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847 秀起名門. 卷一, 一翦紅梅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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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22232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565 符號與記憶: 海峽兩岸的文本實踐 張漢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72 討海魂. 離島: 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巧,找尋人海共存之道行人文化實驗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589 討海魂. 西海岸: 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巧,找尋人海共存之道行人文化實驗室[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世樺國際

台影



9789869158596 討海魂. 東海岸: 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巧,找尋人海共存之道行人文化實驗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949 被科技綁架的世界: 無人駕駛、人工智慧、穿戴式裝置將帶你去哪裡?尼可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作; 楊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956 內容電力公司: 用好內容玩出大事業 喬.普立茲(Joe Pulizzi)作; 廖亭雲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101 波麗安娜長大了: 四個好朋友的幸福劇本 愛蓮娜.霍奇曼.波特作; 劉芳玉, 蔡欣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5118 道歉的力量: 維護尊嚴與正義,進行對話與和解 亞倫.拉扎爾作; 林凱雄, 葉織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5118 道歉的力量: 維護尊嚴與正義,進行對話與和解 亞倫.拉扎爾作; 林凱雄, 葉織茵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529 ABC Dialogs Book 1A Blaine G Whiteley著 平裝 1

9789869170536 ABC Dialogs Book 1B Blaine G Whiteley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576 京都社寺小旅行 自由之丘和她的朋友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303 薄伽丘論愛情: 從古典神話落入人間的愛情宣言薄伽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310 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宋朝趣史 賈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15555 讀名著學成語: 三國演義(注音版) 蔡盈修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光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地下原根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好人



9789574815562 讀名著學成語: 西遊記(注音版) 蔡盈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934 星盤法流星訣 梁湘潤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9229 圖解制霸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236 社工師6合1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243 運輸管理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劉名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250 運輸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劉名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267 圖解制霸機械原理概要(含機械概論與機械常識)李易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9274 圖解制霸法學大意 彭敍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281 圖解制霸行政學大意 高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298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許金源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304 國文(作文與測驗) 蘇廷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311 圖解制霸社政法規大意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328 圖解制霸公民 林宥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335 專技社工師7合1應試寶典 蘇廷羽,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342 七把刀弄懂微積分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359 會計學概要 陳敏齡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2659366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齊得勝, 林沛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373 圖解制霸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397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410 太極機率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卯



9789862659434 專利行政與救濟法規 王平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308 手工創意精品黃明事<> 黃明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5906 江柏樂猴年運程開運招財農民曆. 2016 江柏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913 腎好才是硬道理: 養生先養腎,腎病權威教你如何養腎朱惠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920 林正義工商招財農民曆. 2016 林正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944 許睿光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6 許睿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951 易經: 馬叔禮校註講本 馬叔禮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75982 方塊字的靈魂: 水化文明 馬叔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75999 大哉孔子: 解開易經千古之謎 馬叔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36867 超常現象大百科 學研教育出版編; 賴又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874 全彩圖鑑版!常見養生食材及藥材大全 柴瑞震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6881 壯哉三國: 孫中山思想百年史觀 馬叔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898 西遊記: 小說中的大說 馬叔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743 教孩子跟情緒做朋友: 不是孩子不乖,而是他的左右腦處於分裂狀態!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蒂娜.布萊森(Tina Payne Bryson)著; 周玥, 李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750 未來預演: 啟動你的量子改變 喬.迪斯本札(Joe Dispenza)著; 謝宜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767 我在I AM: 最簡潔有效的開悟指引 室利.尼薩伽達塔.馬哈拉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彭展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吉仔堂畫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999 萬物想: 許炯 許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100 薄物誌 : 譚軍 譚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117 讀畫記 尹朝陽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331 菲律賓中部十大名島遊 田善妃, 隋猶文字 平裝 1

9789869182362 高等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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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0609 你的體質,這樣吃就對了! 陳俊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0616 無毒、自然、好舒適: 用精油打造居家健康生活doTERRA美商多特瑞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1323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產業與管理學院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早安健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培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亦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竹宇印刷



9789866936753 七優曇華: 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 蘇美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6936777 七優曇華: 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 蘇美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506 優雅上菜!全美第一主婦瑪莎史都華的單鍋料理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作; 曾淯菁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513 用繪本開發孩子的寫作與表達力 陳安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520 隨做隨用!全美第一主婦瑪莎史都華的美感養成DIY瑪莎史都華著; 蔡孟儒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537 貓醫師,神回覆!: 來來貓御醫犀利問診,有喵必答鈴木真著; 于恩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544 抗炎體質這樣吃!: 台大醫師教你喚醒身體的自癒力林曉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544 抗炎體質這樣吃!: 台大醫師教你喚醒身體的自癒力林曉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551 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Q&A 林奐均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64568 我的改變練習曲 于美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575 驚人的數學魔術: 18堂課,輕鬆變身數學A咖 吳如皓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582 茵茵的ㄦ字腰扭扭操: 1次5分鐘,曲線、瘦身一次到位康茵茵作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64599 再見,朝九晚五: 崴爺教你微創業,收入翻倍,一次就做對!崴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599 再見,朝九晚五: 崴爺教你微創業,收入翻倍,一次就做對!崴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207 吉時行樂: 陳志恩吉他烏克麗麗演奏曲集 陳志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0103 金陵憶往: 沈應懿凝話舊 沈應懿凝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米克斯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476 海的另一頭 五味太郎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845 西藏歲月. 1968-1980 吳長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83 下流老人: 我們都將又老又窮又孤獨 藤田孝典著; 吳怡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90 瘦孕、順產、讓寶寶吃贏在起跑點: 自然醫學營養治療師的懷孕生產育兒指南賴宇凡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06 隱形帝國: 誰控制數據,誰就控制你的世界 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著; 韓沁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13 民國大人物: 向亂世的大人物學習做人做事的智慧滕征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37 吃好油的健康奇蹟: 吃好油才能趕走壞油,改變吃油觀念,就能瞬間扭轉健康藤田紘一郎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944 地緣政治與中美博弈 YST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2426 法雨繽紛 法禪法師作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715 Cecn'est pas Satoichi Ishiyama岩山里一 羅品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如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肉制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0588 天使愛唱歌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阿桶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05 遇見外星人: 美國印第安人的幽浮接觸實錄 阿迪.六殺手.克拉克(Ardy Sixkiller Clarke)著; 丁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512 超越線性時空的回溯療法: 平行實相的啟示與療癒米拉.凱利(Mira Kelley)作;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605 Fancy safari park 紀韋志, 翁阡培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183 The rainbow card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190 The big cookie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06 The veggie land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13 Eason is growing up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20 Happy phonics(綠本)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37 Happy castle: my family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44 Happy castle: daily meals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51 Happy castle: the insect world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68 Happy castle: fun with art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75 奶奶,你看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汎奇創意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的堡網路科技

如果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花園



9789865622282 甜蜜糕和濃香麵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299 美麗的貝貝多山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305 背上的七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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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7918 Scratch 2.0程式積木X機器人: 翻轉X積木X圖形化程式Robot機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865 採硫日記. 上卷, 于吉2015.1.7-24 于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924 全球旅店設計趨勢 方船山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1931 全球空間設計大獎臺灣室協名人錄 臺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5065 羅馬書查經手冊 黃子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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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映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



9789579803830 想在東京遇見妳 林大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3830 想在東京遇見妳 林大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800 數學 張豐宜, 王永進合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964817 數學 張豐宜, 王永進合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964824 環境保護法規 林健三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242 賴德和歌曲集 賴德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266 實用嚴格對位法 沈錦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273 佛瑞: 聯篇歌集「美好的歌」 周同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0611 為何我要有同理心? Robert E. Longo, Hogen Laren Bays, Steven Sawyer原著; 李光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659 從自我認識開始 Robert E. Longo, Hogen Laren Bays, Steven Sawyer原著; 李光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58 皮膚科學: 含藥化妝品與外用藥使用說明 宮地良樹, 長沼雅子原著; 楊若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65 內科住院醫師鐵則: 個案的實戰指引 陳依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72 內視鏡影像判讀及鑑別診斷圖譜. 上消化道篇 芳野純治, 川口実, 田浜勉原著; 陳勁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89 超音波學: 肌肉骨骼診斷技術 皆川洋至作; 羅苑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796 精神科症狀問診手冊 李光輝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802 色覺檢查圖 王克長, 王新宇編繪 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音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威圖書



9789863680819 胸腔影像學: 住院醫師實用指南 Professor Johannes Kirchner作; 彭明仁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26 彩色醫學影像切面解剖圖譜: 放射影像手繪對照David J. Jackowe原著; 莊濬超, 蘇倩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33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4年 吳崇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40 女孩程式: 快樂小玩家 Michele Lecreux avec Celia Gellais et Clemence Roux de Luze原著; Jocelyn Millet插圖; 黃雪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57 靈芝: 從神奇到科學 林志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64 臨床實用舌象圖譜 王彥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71 藥物如何作用: 醫療照護專業人員基礎藥理學 Hugh McGavock原著; 許艷玫, 溫佩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888 必備!復健醫學臨床手冊 王偉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0895 實用身體檢查手冊 Alasdair K.B. Ruthven編著; 蔡詩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01 抗生素手冊: 常用藥物隨身指南 David Schlossberg, Rafik Samuel原著; 王明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18 基礎牙體技術學: 義齒的製作步驟 Tony Johnson等原著; 吳世經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25 中風病人的物理治療: 早期復健介入 Jan Mehrholz原著; 張恆誌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49 神經動能療法: 徒手肌力測試的創新思維 David Weinstock原著; 白凱瑩, 張保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63 新維他命聖經: 專屬你的營養保健指南 Earl Mindell, Hester Mundis原著; 陳巧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70 災難精神醫學: 準備、評估與治療 Frederick J. Stoddard Jr., Anand Pandya, Craig L. Katz原著; 周煌智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0987 彩色圖解跑步及拉筋伸展100例: 從暖身到收操,讓你重塑身材好健康!Guillermo Seijas Albir原著; 劉育銓, 施欣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0994 彩色圖解伸展運動100例: 帶您強化肌力、增加柔軟度、舒緩緊繃肌群Guillermo Seijas Albir原著; 施欣妤, 劉育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007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耳鼻喉科學 林岱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021 如何避免我再犯? Robert E. Longo, Laren Bays, Steven Sawyer原著; 李光輝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3681045 老年皮膚疾病診療手冊 Colby Craig Evans, Whitney A. High原著; 鄭煜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069 基礎醫用生化學 Mitchell Fry原著; 李宣萱, 李慧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076 DSM-5臨床個案實戰手冊 John W. Barnhill原著; 林奕萱, 彭啟倫, 楊淵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293 若望默示錄詮釋: 附研經指南 Catherine A. Cory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8309 平凡見神妙: 耶穌會士給你的生活指南. 上, 與上主相遇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著; 張令憙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1

光啟文化



9789575468323 平凡見神妙: 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 下, 在主內生活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著; 陳芝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330 希伯來書詮釋 Daniel J. Harrington著;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平裝 1

9789575468347 在祈禱中相遇: 與上主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威廉.貝瑞(William A. Barry)著; 林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354 玫瑰經祈禱: 現代默想 察爾斯(Frater M. Charles)著; 蔣平權譯 再版 精裝 1

9789575468361 幽谷伴行 沙拉.凱瑟迪(Sheila Cassidy)著; 趙可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378 耶穌的奧蹟 張春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385 盧雲的聖像畫祈禱手記 盧雲(Henri J.M. Nouwen)著; 盧玫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392 靜禱 木撒拉(Andrzej Muszala)著; 逄塵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9912 LIFE. 3, 生活味: 每天都想回家吃!的料理 飯島奈美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50 植栽時間: 100種室內園藝裝飾diy 貝勒.查普曼(Baylor Chap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67 一直畫畫到世界末日吧!: 一個插畫家的日常大小事閔孝仁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74 第一次做中式麵點: 中點新手的不失敗配方 吳美珠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81 新手也OK的紙膠帶活用術: 撕、剪、貼,隨手畫畫、做卡片和居家裝飾宋孜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9998 與主廚共餐: 世界頂級餐廳的員工私房菜 佩爾安諾斯.約根森(Per-Anders Jorgensen)著; 徐曉珮, 夏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51303 新手烘焙最簡單 不失敗法式甜點特選版: 600張超詳細零失敗步驟圖+150種材料器具總介紹吳美珠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310 Carol不藏私料理廚房: 新手也能變大廚的100堂必修課胡涓涓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327 環遊世界聖經 崔大潤, 沈泰烈著; 彭尊聖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51334 100杯咖啡記錄 美好生活實踐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341 我的鋼筆手帳書: 鋼筆帖: 寫美字好心情練習帖+圖解鋼筆基礎知識鋼筆旅鼠本部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358 手沖咖啡的第一本書: 達人私傳秘技!新手不失敗指南郭維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365 西點麵包烘焙教室: 乙丙級烘焙食品技術士考照專書陳鴻霆, 吳美珠作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372 一天一則,日日向上肯定句800 療癒人心悅讀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朱雀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508 陶然 沐藝 植福: 張玉梅陶藝創作集 張玉梅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032 手指長短斷吉凶 黃恆堉, 李羽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1049 如何運用數字來開運 黃恆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379 三高治療與用藥手冊: 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陳長安, 王朝弘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17 古典詩詞天空: 一起飛翔在唐至清代九二首詩詞雲朵間夏玉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2475 吸取太陽花養分: 民主二等兵 康玉石作 平裝 1

9789867132499 絕對能讓您輕鬆獲得整體健康的飲食 董發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2505 心靈的寄託 康玉石著 平裝 1

9789867132529 心靈饗宴100 艾人豪著 平裝 1

9789867132536 心靈的原鄉 艾人豪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藥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行略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37000 工業安全與衛生 王國男, 陳重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50832 ARM系統開發者指南 Andrew N. Sloss, Dominic Symes, Chris Wright原著; 沈建華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813 當今水彩畫家第一人 劉貞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820 新水彩視野.蓮花系列: 西雅圖展出. 1 李欽泓, 劉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0542 六祖惠能大師傳奇 黃栢權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65 芈氏傳奇: 大秦宣太后的故事 蕭盛著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00672 芈氏傳奇: 大秦宣太后的故事 蕭盛著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00689 浪丐心淚: 祈竹仁寶哲傳記 祈竹仁寶哲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92061 冷凍空調概論(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李居芳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4430 電腦輔助2D建築製圖 林利垣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6250 空調實習 楊海濤, 沈崇詩, 許明財編著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196359 電子學: 機械、資工、工管系適用 洪啟強編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合鄉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全華



9789572196533 航空客運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6694 冷凍空調實務(含乙級學術科解析) 李居芳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523 中餐烹調實習. I、II 李之恩, 李阿金, 施如意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7752 金屬材料熱處理領域教學規劃與產業人才培育之實務報告吳忠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7790 無線通訊射頻晶片模組設計. 射頻晶片篇 張盛富, 張嘉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8001 數位邏輯實習進階 陳炳陽, 朱洪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018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學科重點暨題庫總整理 蕭盈璋, 張維漢, 林朝金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8049 人力資源管理: 觀光、休閒、餐旅服務業專案特色黃廷合, 齊德彰, 鄭錫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186 通信系統: 類比與數位 袁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193 自然科學概論 王應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261 侍酒師. 葡萄酒篇 洪昌維, 舒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8308 學測透懂物理複習題本 郭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346 99版數學學測解題SOP複習講義 李瑞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377 微積分 黃學亮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2198421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5年版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8445 完全制霸數學學測複習講義 錢寶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8476 稅務會計 田麗珠, 邱垂昌, 魏吉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544 西餐烹調實習. II 劉碧珠, 黃上鳳, 柯淑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599 完全制霸歷史複習講義 吳一晉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8858 統測力: 國文重點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039 訊號與系統 王小川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9060 乙級建築物室內設計暨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學科題庫彙編田金榮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9084 基本鋼結構設計 簡耀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176 升科大四技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詹妙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932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使用Word2010解題)華成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9343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A選. 2016年版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350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 2016年版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404 工程材料學 楊榮顯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572199411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 活用PSpice A/D: 基礎與應用陳淳杰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9428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優勢參考書 李文禮, 黃玫琪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199435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 下, 優勢參考書 沈家玉, 裘文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9442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9459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入門與應用: 使用Access 2013實作李春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9480 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徐珮清, 鍾靜芳, 淡琬絨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9527 SolidWorks Simulation 2015原廠教育訓練手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534 完全制霸歷史複習講義 吳一晉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2199558 AutoCAD 2016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9565 通訊原理 藍國桐, 姚瑞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572 專題製作實習: CPLD電路設計. 圖形輸入篇 劉國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9589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蔡俊良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9602 蔬果切雕. 基礎實務應用篇 呂哲維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619 普通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優勢參考書 傅志強, 鄭可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640 HOLTEK 32-bit微控制器應用: C語言實例 陳源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9664 電腦輔助製造NX. 基礎篇 蘇嘉祥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9671 CNC綜合切削中心機程式設計 傅能展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688 PLC原理與應用實務 宓哲民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9695 汽車工業英文 林振江, 陳重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701 升科大四技: 色彩概論 曾清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718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 基礎圖學統測高分祕笈 樹。設計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9756 自動化概論 陳重銘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770 手足護理與指甲彩繪 何麗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787 空調實習. I 楊海濤, 沈崇詩, 許明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817 中餐烹調實習. III、IV 李之恩, 沈盈貝, 賈寶琳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824 航空客運與票務: 理論與專業服務 鄭章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855 精密量測檢驗(含實習) 林詩瑀, 陳志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879 冷凍實習 蔡嘉祥, 陳晉榮, 賴錫銘編著 六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199886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筆試及清潔作業 林宜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9893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909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199916 家庭水電安裝修護DIY 簡詔群, 呂文生, 楊文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947 AutoCAD在電機與電子製圖之應用 張耀仁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954 可程式控制與設計(FX3U) 楊進成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9961 Visual Components 3DCreate實作教學 陳昱均, 陳真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978 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學科歷屆試題解析 陳文軒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9992 電機機械實習 卓胡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011 高中基礎物理參考書. 二B 黃詩淵, 黃詩翔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30028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進階篇 廖文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0035 交通法規 林保超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0042 分析化學實驗 張國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30059 商事法 吳威志等撰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0066 運動健康管理 張妙瑛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0073 高中基礎化學. 二, 參考書 林勝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080 機械元件設計(公制版) 陳炯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097 資訊管理概論 陳瑞順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103 乙級網頁設計學科試題與解析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110 板金實習. III 黎安松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127 板金實習. IV 黎安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134 室內裝修工程實務(乙級學術科) 徐炳欽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0141 電磁干擾防制與量測 董光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0165 現代多媒體實務與應用 視覺文創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172 銑床基礎實習 洪兆亮, 顏名正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189 Photoshop CS6快速上手 王麗琴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0196 高中公民與社會優勢參考書. 一 陳佳梅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202 設計概論: 新設計理念的思考與解析 林崇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219 乙級美容學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0226 升科大四技-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呂景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233 乙級美容術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0240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陳碧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257 智慧型行動電話原理應用與實務設計 賴柏洲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271 人機介面觸控技術實務: 士林電機系列 石文傑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288 SolidWorks Simulation 2015原廠教育訓練手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301 生產與作業管理 鄭榮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318 化妝造型設計,影視化妝篇 顏國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332 貨幣銀行學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356 Mastercam入門與範例應用: V9版 周文成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0363 餐旅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0370 重點整理: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 B(100-104統測試題及解析)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394 高中歷史優勢參考書. 一 安後暐, 江筱婷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630349 懂專利才能擁有突破22K的競爭力 卓胡誼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400 類神經網路 黃國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424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張世波, 王坤龍, 洪志育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30431 FPGA/CPLD數位晶片設計入門: 使用Xilinx ISE發展系統鄭群星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0448 人際關係與溝通 周談輝, 周玉娥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479 創造遠景、展現實力 楊映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486 中餐烹調. II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523 Tourism English 陳祖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0547 創業管理理論與實務: 非知不可的幸福創業方程式李宗儒, 高清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554 電機機械 胡阿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561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 陳竹正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30585 擴增網路二維式尺度分析工具功能之研究: 結合眼球追蹤儀實驗與影音檔調查黃士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615 工程估價: Excel應用 郭榮欽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630639 配飾製作 傅妘淇, 陳秋金, 程濬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646 嵌入式系統: 晶心開發技術能力中/高級檢定詳解蔡長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653 動畫導論: 美學與實務 張晏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660 8051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林銘波, 林姝廷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630677 電子學實習 曾仲熙編著 三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4630684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鄧富源, 張弘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691 專題製作: 百變專題: 在遊戲與實例中學習 陳凱俐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1

9789864630691 專題製作: 百變專題: 在遊戲與實例中學習 陳凱俐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0707 機械製造 林英明, 卓漢明, 林彥伶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721 看圖學C語言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738 內燃機 吳志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752 包裝設計 王炳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0776 金融市場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783 餐飲營養學 陳雅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813 基礎工程數學 沈昭元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0820 ACA國際認證: Illustrator CC完全攻略 裴恩設計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837 會計學 李元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844 高低頻變壓器設計 謝沐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851 工業儀表 陳福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868 汽車板金工學 蘇文欽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875 冷凍空調工程規劃與管理 陳聰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899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KL-62001) 許桂樹, 陳克群, 李怡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899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KL-62001) 許桂樹, 陳克群, 李怡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905 高壓工業配線實習 黃盛豐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929 人力資源管理: 跨時代領航觀點 周瑛琪, 顏炘怡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0936 戰勝N5語彙完全攻略 李宜蓉, 李幸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950 女子美髮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本 黃思恒, 黃美慧, 王財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967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古楨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974 智慧型控制: 分析與設計 林俊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056 輸配電 蕭豐修, 黃慧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06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結合生活與遊戲的C++語言 邏輯林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1155 汽車駕駛 林保超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1162 模具概論. I 施議訓, 邱年鴻, 邱士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179 通信電子技術與實習 育英科技有限公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193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王麗琴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1209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試題與解析 全華研究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4631216 管理學: 整合觀光休閒餐旅思維與服務應用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223 基本設計 劉芃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247 以C語言解析電腦 蔡英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26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B奪分王 趙文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278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 陳竹正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31292 電子學 楊善國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631308 Arduino全能微處理機實習 艾迪諾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1315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322 成本與管理會計 彭雅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339 城市農夫的心靈雞湯 袁世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353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術科題庫寶典 黃志仁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360 乙級女子美髮術科寶典. 美髮技能實作篇 黃麗櫻, 李怡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384 數位航空電子系統 林清一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407 低壓工業配線實習 黃盛豐, 楊慶祥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414 職場倫理 莫嘉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421 射頻技術與行動通訊 高曜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445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AutoCAD 201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1452 車輛感測器原理與檢測 蕭順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46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試題與解析 全華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483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指導手冊 張秋蘭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1490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工作室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506 高中公民與社會. 2, 優勢參考書 蕭蕾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631537 數位通訊系統演進之理論與應用: 2G/3G/4G/5G 程懷遠, 程子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551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過關秘訣: World 2010 華成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1568 動畫串媒體說故事研究 林倩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575 高中基礎化學參考書. 三 林意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582 高中基礎物理. 二B 黃詩淵, 黃詩翔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31599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31629 創意思考訓練 周卓明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1643 生產管理 郭雲龍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698 工業配電 羅欽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1728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759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蔡俊良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1766 雷射原理與應用 林三寶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834 中餐烹調. III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022 林倩妏作品集. 2015 林倩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756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acific rim managementCollege of Business,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2157114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使用JAVA Michael T. Goodrich, Roberto Tamassia原著; 劉傳銘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2165928 PCI介面原理與實習 李福星, 陳柏嘉編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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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767 探月: 八十張插圖背後,從神話、科幻小說到太空探索的大驚奇貝恩德.布倫納(Bernd Brunner)著; 甘錫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188

送存冊數共計：200

自然醫學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316 企業家民法: 商場Solution 郭祥瑞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014 大乘共道之實修練習: 掌握大乘共道之總別次第而如法聞思修釋慶昌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604 全國高中(職)學校體育規則習作範本 楊綺儷等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79604 全國高中(職)學校體育規則習作範本 楊綺儷等編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379 道德經: 老子演繹 太上道祖降筆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8102 防微杜漸: 白水聖帝慈悲囑語簡註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270 快樂的祕訣 鄭武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881 福特萬格勒: 世紀巨匠的完全透典 blue97著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圓淨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熊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瑞事業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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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7827 臺中市召會歷史見證專輯. 2 臺中市召會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806 中餐烹調技術士丙級學術科題庫解析 林美惠編著 1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407 乙級工程測量技術士學科題庫題解 林宏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6101 魂兮歸來: 還原潘玉良 周昭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109 如實觀照: 開啟向內的旅程 吳明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旭營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收藏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向澄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合慶國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535 人道與天道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42 千字文句解 洪秀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59 三字經句解 洪秀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66 愿懺文的啟發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73 十條大愿的證道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80 十五條佛規的落實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597 知道識理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733 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 政大超人氣教授帶你從韓劇看韓國社會、政治、外交與兩韓關係蔡增家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740 老闆就是在意這些細節: 提升存感與加薪幅度的37個小改變丸山由利絵作;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757 愛的進化論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764 霸氣: 孫正義衝向未來的領導學 嶋聰著; 林詠純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42771 不當行為: 行為經濟學之父教你更聰明的思考、理財、看世界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788 你怎麼賣,比你賣什麼更重要: 史上最強的70個商業模式三谷宏治著; 陳昭蓉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3574 我2歲了: 與圓仔一起度過的每一天 好讀出版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581 貓熊.日常 尤淑瑜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83598 活在一個愛恨剛剛好的世界 湯瑪斯.林區(Thomas Lynch)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04 龍床上的中國 馬賽克, 今日新聞網NOWnew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11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 柯南.道爾著; 楚材, 呂仁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好讀

多識界圖書文化



9789861783628 恐怖谷 柯南.道爾著; 梁良, 呂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35 宗教的故事(彩圖版) 安修.Le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42 愛因斯坦: 百年相對論 安德魯.羅賓遜(Andrew Robinson)編著; 林劭貞, 周敏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3659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李宗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66 新探案 柯南.道爾著; 楊濟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73 最後致意 柯南.道爾著; 吳樺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3680 魯賓遜漂流記 丹尼爾.狄福著; 伍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697 臺中媽祖蔭臺灣 黃豐隆等撰稿; 陳彥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703 死前要做的99件事 賴純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3710 觀音菩薩的故事 (清)曼陀羅室主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3727 臺灣選舉史 王御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741 錦繡佳人 伊莉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原著; 劉珮芳翻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3758 錦繡佳人 伊莉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原著; 劉珮芳翻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106 土的TO DAY 楊雅淇主編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923 佛教史論十八篇 藍吉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8993 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康世昌主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克卜勒製作團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心



9789869234238 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 鄭永常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245 舍利弗阿毘曇論研究 張慧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508 爺爺的筆記本. 第十七集, 風從哪裡來 李華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3997 羋月傳 蔣勝男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044000 羋月傳 蔣勝男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044017 女醫明妃傳 張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044024 女醫明妃傳 張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961 東大附中 陳予謙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2844 夢奇地 西澤千晴 西澤千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形而上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大附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李元綺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16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7999 人間佛教宗要 慈惠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72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5: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273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2015: 理論實踐研究 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2752 靈猴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9242790 黑暗,還有光.活出風的自由 釋滿濟, 釋永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3950 心事知多少: 佛教與中醫調心方法之比較研究 釋永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87867 行政法主題式: 申論&選擇混合題庫Q&A 顏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289274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 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366 國際公法 程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380 拆解式政治學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27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41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歷屆申論題庫 喬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465 水利會4 power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72 水利會土地行政大意3 Point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89 水利會土地法(概要)大意3 Point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02 會計學概要: 農田水利會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19 行政學概要(水利會考試專用)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526 電工概要(水利會考試專用) 程金, 陳逸春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1289533 機械概要(水利會考試專用) 楊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540 初等行政學(大意)秒速解題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57 經濟學: 農田水利會 許瑋, 許碩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64 水利會: 行政法主題式申論&選擇混合題庫Q&A顏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71 水利會: 行政法概要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88 水利會-法學緒論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595 水利會: 法學緒論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632 公共政策獨門暗器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793 社會學: 破解(申論&測驗題庫) 陳遠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9847 國文測驗題綜覽 謝金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861 商業會計法 金永勝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9908 電子學大意(初等考專用) 陳逸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915 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郵政 公孫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939 初等法學大意: 概念式解題. 106版 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19 破解公民. 106版 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57 土地法(概要)大意3 Point. 106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57 土地法(概要)大意3 Point. 106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57 土地法(概要)大意3 Point. 106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149 郵政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163 企業管理(鐵路特考專用) 吳俊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170 運輸學大意(含精選暨歷屆試題). 106版 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170 運輸學大意(含精選暨歷屆試題). 106版 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217 國文測驗題綜覽: 臺電用 謝金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224 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臺電 公孫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224 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臺電 公孫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262 企業管理測驗題庫Q&A(含非測驗式試題)鐵路 公孫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286 就是筆記 志光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293 法學大意 程怡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0309 臺電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316 臺電國文: 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347 法學緒論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題庫(鐵路特考專用)顏台大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0354 公民(含一般法律常識) 陳萱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0361 公民(鐵路特考專用) 陳萱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0378 行政學新論 郭雋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0385 公民(鐵路特考專用) 林茵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0408 公民(含法律常識) 林茵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0439 初等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446 政治學: 秒速記憶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453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105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460 公共政策: 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477 高分英文測驗(郵政特考用) 顏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484 高分英文測驗(臺電考試用) 顏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491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514 公民歷屆試題精解(初等考試) 林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521 3 Point土地法規. 106版(地政士專用)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545 公民歷屆試題精解(鐵路特考) 林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569 英文1+1無限學習解密(銀行考試) 郭政一編著 第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720583 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精選測驗. 106年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590 財政學秒速記憶 鄭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606 稅務法規秒速記憶. 106年版 張建昭,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613 中華郵政從業人員考前宅急變. 105版 金庸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620 郵政法規三合一 顏台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637 新進雇員綜合行政考前速成五合一-綜合題庫 公孫策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644 憲法(含概要)秒速記憶 呂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668 行政學(概要)大意(臺電考試用) 程明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0675 行政學: 主題式歷屆試題全解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705 公共管理秒速記憶 宋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0712 輸、配、變電(線路、設備)維護考前速成五合一程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736 英文1+1(鐵路專用) 郭政一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3548 世界文化史(世界通史)申論題庫解析 黃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3532 Scratch 2.0遊戲設計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49 Windows 7快樂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56 Google網路世界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63 Ubuntu快樂學習e點通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169 人體修鍊科學. 二部曲 謝繡竹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4277 國民營事業考試: 計算機概論(電腦概論、電腦常識)歷屆題庫完全攻略周凌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84 女子美髮(06700)丙級贏家攻略 劉應吉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291 郵政招考: 企業管理考猜1000題 楊均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314 銀行招考題庫完全攻略(綜合科目四合一). 2016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321 銀行招考題庫共同科目二合一完全攻略. 2016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72

宏全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良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502 地理大全二集理氣秘旨 李國木刪定; 張成春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75508 占卜全書靈棋經 徐宇辳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8275508 占卜全書靈棋經 徐宇辳編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901 四念處禪修法要: 三十七道品四念處菩提分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7820 Taiwan zan! writers Lee Tsu-der et a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004 凱怡貿易國際研討會: 永續飼養豬及雞之執行方法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杰全球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宋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冊數共計：6

育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475 顛覆視界: 穿越印度、古巴、中東迷霧,打開被主流媒體遮蔽的國際觀林志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482 絕不讓對方說「不」: 不打安全牌的17條致勝法則萊納.齊特曼(Rainer Zitelmann)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4399 可愛雜貨&古董布紋素材集 宇野佳奈子著;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12 一張紙摺的喔!連體紙鶴87變 池田総一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36 享瘦甜食!砂糖OFFの豆渣馬芬蛋糕 粟辻早重著;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43 一人喫剛剛好!零失敗の42款迷你戚風蛋糕 鈴木理恵子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450 愛上蝶古巴特拼貼轉角の幸福時光 芷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559 黑&白的奇幻童話: 蒼山日菜の蕾絲風剪紙繪 蒼山日菜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24627 圓滿家庭木作計畫 梁容, 王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641 原創＆手感木作家具DIY 王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665 從臨摹開始學畫畫!: 景物素描實例20堂課 野村重存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672 Café Lisette經典甜點手札: 邂逅最美味の洋菓子 鶴見昂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696 設計者不可不知の版面設計&製作運用圖解: 雜誌書籍.手冊海報.卡片DM.商業包裝.郵遞品等零失誤設計教學!佐々木剛士著; 黃立萍,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02 烘焙人的尋味之旅: 世界16國手工甜點地圖 林周作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19 為什麼男人愛把正妹,女人愛搞曖昧? 鄭絜心, 牛奶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726 自製天然酵母作麵包: 沒養過、沒作過,也能輕鬆學會的不敗訣竅&美味配方太田幸子作; 瞿中蓮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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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87808 兒童要理問答(簡體字版) 安.藍葛里(Ann Langley), 喬治.歐德哈特(George Uterhandt)作; 黃馨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15 系統神學(簡體字版) 任以撒作 七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9789866687822 贖罪論 伯特納(Loraine Boettner)著; 趙中輝譯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850 美國高中在教什麼?: 30堂多元課程教學真體驗 江秀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67 拉丁文文法大全 康華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81 白話文閱讀教學之實證研究: 以建構式提問法進行蕭文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98 那一葉, 有囍事。: 廖文良珠寶美學 廖文良作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01 狗狗心事誰人知: 心輔系教授的觀察筆記 邱珍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18 俄語能力檢定: 模擬試題+攻略.基礎級A2 張慶國編著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25 絕版詩話: 民國詩集風景 張建智著 BOD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32 小說新力: 臺灣一九七0後新世代小說論 王國安著 BOD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3609 電影中國夢 馬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630 建構與流變: 「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1949-1979)張俐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654 當代戲劇 馬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661 戰爭.存在.世代精神: 臺灣現代主義世代小說的境遇書寫研究黃啟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22 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 李鳳亮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46 俞振飛書信集 俞振飛原著; 唐吉慧選編; 洪惟助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53 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 三 黃仁著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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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秀威經典



9789869163767 開啟英文模式,學美國人從早到晚說英文: 隨時用英文說出一天作息、表情達意到內心OS高頻3000句練上口!曾根田憲三, Bruce Perkins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3774 微調5個地方,每天開心醒來: 柏克萊快樂專家幫你找到甜蜜點,開啟幸福模式!克莉絲汀.卡特(Christine Carter)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206 放射治療物理學 Faiz M. Khan, Johb P. Gibbons作; 陳信雄等譯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181 2小時讀通!用得到的世界史 祝田秀全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198 不反應的練習: 消除煩惱,清理內心的思考法 草薙龍瞬著;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04 你過的,是誰的人生?: 如實長出生命力量的5種鍛鍊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11 狡猾的讀書法: 改變學習順序,我這樣從大學落榜生變成律師佐藤大和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28 此人進廠維修中!: 為心靈放個小假,安頓複雜的情緒陳志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228 此人進廠維修中!: 為心靈放個小假,安頓複雜的情緒陳志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80527 法水遍佈長流. 2 妙通寺, 釋傳敦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21 氣韻生動: 石田陽介人物雕塑集: 日展正統人體雕塑的傳承石田陽介[作] 精裝 1

9789869264938 以紙為尊 楊識宏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妙通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4157 汽車總動員全方位認知套書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197 色彩原理 唐繼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03 生涯規劃 楊璦慈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8227 當代軍事科技. 乙版 陳勝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41 戰爭與危機的啟示(乙版) 育達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900 在場影像 劉永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408 正確出口說英文 Dana Forsyth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415 iBT托福實測. 口說篇 Susan Kim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422 實務契約英文 Kim Yong So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439 iBT托福實測. 寫作篇 Susan Kim, Michael A. Putlack作; 戴至中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446 新多益大師指引: 滿分關鍵全攻略 王復國作; Andrew E. Bennett命題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赤道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智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5083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金永勝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6015090 證券交易法 金永勝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6015106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金永勝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6015113 記帳士考試關鍵集錦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6015120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證券交易法 金永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15137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公司法 金永勝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283 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王汎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34290 觀無量壽佛經變相圖之修復.源起.圖解 華海燕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704 噢,我親愛的小廢物 FA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728 私緒. 2, 門縫 羅晨心, 邱品甄責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0777 棧空間 劉綵荷等撰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118 澳門玩全指南 曹憶雯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125 吃貨文青玩臺南 行遍天下採訪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私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碩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5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汪達數位



9789863491125 吃貨文青玩臺南 行遍天下採訪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1132 德國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2

9789863491149 上海玩全指南 陸韻葭等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1149 上海玩全指南 陸韻葭等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1156 長灘島玩全指南 李思嫻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163 關西三都一日乘車券完全攻略 陳維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187 搭貨梯玩香港,有冇搞錯?: 100間意想不到的隱藏版店家,進去就不想出來啦!陳凱蓉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194 嗨,北海道!我要跟你交朋友! 行遍天下採訪小組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200 第一次自助遊香港超簡單 古育敏, 陳世強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217 幻滅才是愛上巴黎的開始 廖苑伶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717 臺灣交趾陶 吳榮世界 楊真明文字撰稿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186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林碧琴等作; 楊志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5529 考來考去都考這些托福單字 蔣志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673 一網打盡: 15,000英語單字 Victoria L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680 我們都用這個方法考了新多益滿分 薛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697 7天學會基礎法語 Francois-Xavier Boulay, 潘貞璇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識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吳榮交趾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5785703 說出韓國人的每一天: 韓語會話8,000 金恩妍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85710 我們都用這個方法考了新多益滿分. 單子篇 薛詠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727 7,000單字躺著背+唸整句 蔣志榆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734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單字+文法 James BROWN, Hanna W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741 61億人都在用的英文新聞單字 林雨薇, 許瓊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85758 每天10分鐘,英語會話速成 賴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765 補習班都在教的英文聽力、口說應考攻略 何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772 陳子璇的英文學測、指考全真模擬試題+解析 陳子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796 用英文打開話閘子：和老外打成一片的180個英文聊天話題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802 一網打盡日語單字15,000 麥美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819 新TOPIK韓檢單字躺著背+唸整句 邱敏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833 全圖解用老外的方法學英文 林雨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840 全球通用的服務業英文: 用英文直接做生意,溝通零距離,成交最快速!Hanna H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857 新多益提升全球競爭力 薛詠文, 陳嘉蕙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5864 字首、字根、字尾iBT TOFEL托福單字 江正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114 關島就要這樣玩 林思吾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581 貧窮、金錢、愛: 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大成就,把創業精神當成改變世界的力量潔西卡.賈克莉(Jessica Jackley)著; 莊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1598 藏種於民: 全球保種時代來臨!一顆種子,對抗極端氣候、基改風險,打造我們的永續餐桌果力文化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林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2397 臺灣就業保險現況與問題之研究: 以非自願性失業勞工觀點探討就業保險問題王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301 全方位世界地理百科全書 John Woodward, DK出版社作; 李潔嵐, 黃意翔, 黃康妮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289 高職英文(B版)自學手冊(八課版). V 張清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07306 字然課 李進文詩; 潘心屏動畫.插畫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07313 秦時明月. 4, 諸子百家 溫世仁原著; 張華芝, 黃小貓文字改寫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07337 秦時明月. 8, 亡秦必楚 溫世仁原著; 張華芝, 黃小貓文字改寫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550 財務風險管理初探 戴允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日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明大金融創研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5779 明日之星舞蹈教育團隊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2015第二十屆: 20歲改變世界典藏劇冊明日之星國際藝術教育機構圖.文; 蔣政堯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120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5 王精行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207 明心見性之原理 鄭文雄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919 美國肢解中國?: 解放軍第一鷹派的夢囈與強國玻璃心的夢魘袁紅冰作 平裝 1

9789869173926 宦海沉沉楚天闊: 昨日今日宋楚瑜 楚門作 平裝 1

9789869173933 外交部與歪交部: 外交小兵外交事件簿 劉順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5723 職場實用英文 方淑慧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730 Reading selections Dept. of AMC EFL magazines[作] 平裝 1

9789865965747 精熟主題式閱測: 會考新配方 施盈如, 陳映竹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5754 文化與全球化的交響樂章 黃宣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5785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心見性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方印集



9789865965808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7冊 1

9789865965792 English teaching & culture: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lingnan universityShih-mei Y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5839 文化與全球化的交響樂章拓展國際視野 黃宣穎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5846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8冊 1

9789865965853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9冊 1

978986596586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0冊 1

9789865965884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1冊 1

9789865965891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2冊 1

9789865965914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827 變態療法 道格拉斯.理查茲著; 力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834 蟲林鎮: 精綴師 大衛.鮑爾達奇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2858 日本超人氣繪師x魔女.魔法少女圖鑑 サイドランチ編; 徐永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865 古董局中局. 3, 掠寶清單 馬伯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872 古董局中局. 4, 大結局 馬伯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889 都市傳說. 10, 消失的房間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487 50週年校慶.東方校友藝術設計百人作品邀請巡迴展作品集何孟穎主編 平裝 2

9789866415494 躍動東方 精采五十: 乙巳至丙申 東方設計學院創校五十週年紀念特刊許德仁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東方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4

奇幻基地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45940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099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23105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328995 笑傲曇天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3308 我老婆是學生會長! 中田ゆみ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8624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9164 今天開始當爸爸媽媽 市川聖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9171 今天開始當爸爸媽媽 市川聖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0006 地獄戀LOVE in the HELL 鈴丸れいじ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3717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3724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9580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650492 來自魔界: 再臨 光原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0812 到我身邊來吧! Maria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0850 華麗的教室 高梨三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2700 秘密的小惡魔 ゑむ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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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3654087 RISINGXRYDEEN 異能對決 初美陽一原作; 福原蓮士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5237 LOVE理論 水野敬也原作; 佐藤正基作; 花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5244 LOVE理論 水野敬也原作; 佐藤正基作; 花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071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5602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5732 無重力交流 大柴健作; 林志昌譯 0 第3冊 1

9789863656210 Days 安田岡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289 瑪莉亞x瑪莉亞 河方薫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418 少年怪廚 小林有吾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0543 聲之形 大今良時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8382 其實我是... 增田英二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948 桃色魔術師 原田重光原作; 荒木宰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9297 8♀1♂8女1男 咲香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9587 小不點日記 日丸屋秀和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9648 流浪漢上班族 今市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884 初戀双人組 甘詰留太作; 李文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1496 地獄廚房 西村滿原作; 天道糖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2158 架刑的愛麗絲 由貴香織里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189 紙上勇者 藤近小梅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493 王國之子 びっけ 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509 王國之子 びっけ 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2844 DEVILSLINE惡魔戰線 花田陵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882 你就是我的全部 西田東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3278 回家之歌 ふじもとゆうき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3339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824039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825029 影子籃球員 TV動畫版角色書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5678 游移的夏天 山坂健作; 賴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826132 麥克米倫高校女子硬式棒球社 須賀達郎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149 麥克米倫高校女子硬式棒球社 須賀達郎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303 是澄還是菫? 高梨三葉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518 印在蝶骨上的吻 崎谷はるひ原作; 冬乃郁也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600 浜村渚的計算筆記 青柳碧人原作; 元江惠介漫畫; 簡廷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693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雅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9089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3829232 東京愛麗絲 稚野鳥子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9720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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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310210 屍體派對 幸子戀愛遊戲 Hysteric Birthday 2U 祁答院慎原作; 柴田燕ウ, 5pb.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814 教師的純情: 學生的慾望 新條真由作; 趙秋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040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1057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1651 瑠璃垣夜子的遺言 宮下末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668 瑠璃垣夜子的遺言 宮下末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958 死亡刑罰 押川雲太朗原作; 江戶川エドガワ漫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1972 死神X醫生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016 妖精的選擇題 金色スイス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023 妖精的選擇題 金色スイス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399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312733 敦君與女朋友 杜若れか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740 敦君與女朋友 杜若れか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757 新妻日記 汐村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764 新妻日記 汐村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525 被愛妄想 中村卯月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532 被愛妄想 中村卯月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730 學園爆笑王 森田真法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4096 一生能結兩次婚!? 二宮ひかる作 ;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314232 I.少女 高山としのんり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287 假面教師BLACK 藤沢亨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4331 請給我戀之水 皐月白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314355 週刊少年GIRL 中村雄飛作; Asad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362 週刊少年GIRL 中村雄飛作; Asada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379 水手服與偶爾穿上的圍裙 小林俊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461 我的童年玩伴變成女孩吧 森下真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478 我的童年玩伴變成女孩吧 森下真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515 我們都是麻煩的生物 赤井吟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522 我們都是麻煩的生物 赤井吟行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546 愚連5: FIVE 小高和剛原作; 蓧田六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768 幽界靈語 藤崎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4850 花牌情緣 末次由紀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315123 再生魔人 和月伸宏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5765 出租男友 街こまち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5833 偽戀4seasons. vol. 3, 鶇誠士郎 動畫女主角迷你寫真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5864 請當我的新娘吧! 三尾じゅん太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315956 魔法少女網站 佐藤健太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021 不眠夜物語 橘裕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4316076 I Love You Baby愛你,寶貝 小森蜜子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212 Complex Age二次元情節 佐久間結衣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250 真人奇耶塔 鳥飼仁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267 真人奇耶塔 鳥飼仁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274 虹色墨水 宇野智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281 虹色墨水 宇野智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359 VS亞森羅蘋 モーリスルブラン原作; 齊藤千穗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557 剎那的少年 高梨三葉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316571 晚安,夜貓族 穐山きえ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649 放課後的賢者 室多々作; asad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670 制服系戀愛冒險 さぬいゆう原作; 伊丹澄一作畫;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885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316892 俠義少年王. II, 源平合戰 沢田博文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318339 獵魔師養成班 ねこねこ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318353 犬神小姐與猿飛君的關係不好 タチバナロク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476 花園與任性的精靈 雪村ゆに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810 調律葬交Zyklus;CODE 片桐いくみ作; 二宮愛原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8841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8933 王子殿下與邪惡的我 森田富士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4319374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9381 不思議的水世界 央川みはら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9800 我的幸運星 夏目桂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319862 未來快遞: 小艾西莫夫與綠色的遺忘物 深山フギン漫畫; 大塩哲史腳本;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128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135 GRANDBLUE碧藍之海 井上堅二原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0258 園藝少年的日常 柴谷健作; ASADA譯 平裝 1

9789864620906 J的故事 中村明日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937 直率的暴風雨 中田アキ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1965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2238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謝怡苓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2252 樓下的腐男子 黑岩チ八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2337 即使如此我還是喜歡妳 徐譽庭原作; 絵本奈央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2405 薔薇王的葬列 菅野文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2788 明明就連KISS也不懂 木下けい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2795 按捺不住的浪蕩男 南条つぐみ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622801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ALIVE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825 鴻上老師與早乙女同學 サクラサクヤ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3310 個子矮不是問題。 来栖ハイジ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3433 夢魔特快車 霜月灰吏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440 夢魔特快車 霜月灰吏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532 不能鬆開我的領帶 鳥海よう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3891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4157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曾瀞玉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4164 10 count 宝井理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4195 我家浴室的現況 いともち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4225 愛在農園裡成長 見多ほむろ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625161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5246 陷阱與誘惑: 在我掌中起舞吧! 克本累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625482 變換魔女 茂木清香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604 我的課長離婚了 サクラサクヤ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5611 飢餓的夢魔 古川ふみ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5628 藍色慾望 ひな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642 惡作劇王子的征服論 箱石夕ミィ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5659 HEART POOL 会川フゥ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625666 男孩們總是這樣 村上左知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5680 家族遊戲 菊屋きく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5772 少女浮士德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802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5826 東京闇鴉Sword of Song あざの耕平作; 久世蘭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5925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6083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151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168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199 春風的異邦人 紀伊カンナ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342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359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397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403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8155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557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564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649 蝙蝠殺手 よしむらか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717 就這樣變成廢柴了 タクミユウ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626724 溫柔男子與殘酷本性 秀良子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626731 天使之糧: 贈予你的歌 古川ふみ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6748 君色伊甸 碧本さり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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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4626915 空想少女 里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653 迷亂!七大罪學園! 銘木央原作; 球木拾壱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691 醉街的戀愛故事 千葉リョウコ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627745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97冊 1

9789864627769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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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628285 開始和哥哥談戀愛了 伊吹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628292 驕傲男友 吉尾アキ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8315 回憶戀心 ゆくえ萌葱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4628353 單戀同盟 月村奎作; 露露譯 平裝 1

9789864628360 大地女神傳說. I, Realia 雪乃紗衣作; 邱香凝譯 平裝 1

9789864628681 鍾情戀人! むつきら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8698 你給的蜜糖甜不甜? 大月クルミ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628735 Long Distance 長距離 征城悠馬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773 看著我、注視我 あさの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8780 野獸的記號 藤崎こう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8797 傲嬌聲優的心語 桜庭ちど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8827 見習女神噗嚕噗嚕夏露姆普通版 ジコウリユウ原作; キダ二工ル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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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462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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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628940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28957 夢郎君 阿貘[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628964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28971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Y原作; 宮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28988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28995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9060 朝5晚9公式漫迷手冊 相原実貴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9145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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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4629282 短劇的巨人 諫山創原作; hounori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299 短劇的巨人 諫山創原作; hounori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800 Mother's Spirit エンゾウ作;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4629824 稔醫生的手 スカーレツト.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9831 四代目.大和辰之 スカ一レツ卜.べ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9855 無節操的刑警先生 日野雄飛作; 呂唯嫣譯 平裝 1

9789864629862 共鳴-魅惑的聲音-SIDE:A 水名瀬雅良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700059 火人FEUERWEHR 羊寧欣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202 尋找屍體 ウエルザード原作; 村瀬克俊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424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英雄大全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700431 可怕又可愛的他 伊東せ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0585 魔導少女們 真島浩原作; BOKU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45 高遠少年之事件簿 佐藤文也, 天樹征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1052137 四十四個夢 賴安[作]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54599 義呆利World.Stars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055190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066387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1068480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107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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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861078168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1097404 隱藏關卡 常勝[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8951 麵包與和平! emily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2727 FAIRY TAIL魔導少年ZERO 真島浩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3176046 魔王難為. lvol.04, 卑鄙少女與赤羽龍王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3176671 惡魔醫生24小時警戒中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863176817 公主心. 10, 即便分隔兩地之卷 高殿円作; 陳姿瑄譯 平裝 1

9789863178101 外掛藥師的異世界之旅 赤雪卜ナ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8170 流浪勇者與金幣共舞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8941 穿天破壤神魔之劍 高木幸一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9054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79061 十字架x王之證. 6, 雙貌之王 三田誠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3179078 劍刻的銀乙女 手島史詞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9085 沒路用的魔獸鍊磨師 見波タクミ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9092 實境網遊(VRMMO)的課金無雙 鰤/牙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9863 終極反英雄. 2, 妖精女王與百萬之敵 海空リく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240259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8, 聽說遊戲玩家們將會接續布局櫌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3240976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1461 如果折斷她的旗. 13, 這裡就交給修學旅行生,我們快去打枕頭大戰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3241614 祇園朦朧戀曲 かわい有美子作; 陳映璇譯 平裝 1

9789863241621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馮鈺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2680 羽月莉音的帝國 至道流星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242697 NARUTO火影忍者 櫻秘傳 乘著春風的思戀 岸本斉史原作; 大崎知仁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3373803 地獄藥舖 陳漢明[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3841 P工學生會 人桀[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485346 宇智波佐助的寫輪眼傳 岸本斉史原作; 平健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0584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55091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3655565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655626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3657927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824213 海格家的茉莉小姐 目金十作 第1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3824374 福禍少年 岳印作 平裝 第5集 1



9789864701179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1193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1216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701230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01247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3冊 1

9789864701254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01452 當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認真找工作了。 左京潤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1476 NARUTO火影忍者 木葉秘傳 良辰吉日 岸本斉史原作; ひなたしょう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1483 鍵盤偵探小圈內 七尾与史作; 楊詠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1490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梅應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506 戰鬥麵包師與機械看板娘 SOW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513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01520 扉之魔術師的召喚契約. III, 薩夫洛斯迷宮 空埜一樹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1537 話說當時我還不是主角. part4, 我試想了一下成為英雄的條件二階堂紘嗣作; KamuKamu譯 平裝 1

9789864701544 牧九歌 易人北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1551 配角X3 宇文風作 平裝 第3集 1

9789864701568 在戀愛遊戲中死掉,就再也沒辦法復活了喔! 值言作 平裝 1

9789864701575 妹妹救世主 明日葉mingrye作 平裝 1

9789864701582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1599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1605 人生. 第7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701636 存在你掌心 比千留[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643 前任勇者想隱居 井々田K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1650 食戟之靈: Fratelli Aldini. 1, 佛羅倫斯的半月 伊藤美智子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70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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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01674 支配夜晚的帝王 杉原理生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701681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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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01704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4集 1

9789864701810 粗點心戰爭 琴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858 在鏽蝕之夜對你呢喃愛語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2121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03036 讓人想丟辭呈的魔法聯盟 氷高悠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864703043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10, 魔女狩獵戰爭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03098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3104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魔法師 幼馴じみ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111 我無法說明她有貓耳與尾巴的理由。 三上康明作; 童小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3142 光刃魔王與月影少女軍師 桜崎あきと作; 玄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241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4, 調教天使 望公太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703340 黑色流星 小跳步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258 拜託!請打開這本書 亞當.雷哈普特文; 馬修.佛賽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265 神奇的胖胖蓬蓬小小 碧翠絲.阿雷馬娜(Beatrice Alemagna)文.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272 閉上你的雞嘴! 皮耶.德里文; 瑪嘉莉.呂什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289 你以為自己是國王嗎? 烏拉爾文; 拉蒂夏.勒搜叟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0233 47種經典蛋糕簡易食譜: 杯子蛋糕X磅蛋糕X戚風蛋糕X起司蛋糕,從零開始輕鬆做!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88 烘焙手的第一本甜點食譜: 49道美味團購手工點心,自己也能動手做國明作 平裝 1

9789866041006 全彩圖解內臟淋巴按摩: 掌握5大淋巴結位置及8大部位淋巴按摩法,簡單消水腫x去痠痛x提升免疫力今野華都子著; 林郁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95 一團到底做烘焙 范麗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8

送存冊數共計：291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和平國際文化



9789863710318 牽著手去旅行: 32條一日遊私房路線規劃(臺灣南部)江孟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325 為什麼成功的銷售不說歡迎光臨? 內藤加奈子作; 黃經良譯 平裝 1

9789863710332 杰司,難搞 杰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349 超乎想像!這些餐澈底改變了我 廖欣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356 史上最完整五穀雜糧圖鑑 好食材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550 普門品聞記 聖一老和尚講述 初版 平裝 3

9789868838567 青原山體光禪師語錄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115 完美廚藝全書: 一看就懂的1000個料理關鍵字 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76122 請用,西班牙海鮮飯: 65道大廚家常菜,從肉類到海鮮,從米飯.麵包到馬鈴薯.橄欖油,從湯品.甜點到飲料,西班牙料理精髓完全掌握,一學就會!陳璜(Juan Manuel Rial Paz), 陳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139 創意設計的典型.非典型思考: 有本事設計,有能力說服,更有創意造反丹妮絲.波斯勒(Denise Bosler)著; 謝雯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017 算舊帳: 歷數早期中國對外債券 戴學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0689 輕鬆自在玩催眠: 學會身心靈健康的30堂課 廖云釩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波多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色次元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宜禾學佛園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奇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100 銅釉面面觀 劉再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6985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 Student Book 2 Vowel Sounds 其他 1

9789869214322 LOVE Phonics Blender: The Short Vowels and Short Vowel Word Families 精裝 1

9789869214339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Student Book 3 Letter Combinations 其他 1

9789869214346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Workbook 3 Letter Combinations 其他 1

9789869243810 Phonics fun fun phonics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306 光年詩刊: 以詩為光. Vol. 1 紀姵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497 東吳工程法學論叢. 2014 許恒達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503 東吳工程法學論叢. 2014 許恒達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吳光年現代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安陶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東西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4759 誥命逆媳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6004803 誥命逆媳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6004797 誥命逆媳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6004810 誥命逆媳 雨久花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6004766 海盜千金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4780 海盜千金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04773 海盜千金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004827 寵妻有術 芸心亦然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6004841 寵妻有術 芸心亦然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6004834 寵妻有術 芸心亦然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6004858 寵妻有術 芸心亦然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6004865 名妻 花半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04889 名妻 花半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04872 名妻 花半里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6004896 神醫傻妃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9181013 神醫傻妃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9181006 神醫傻妃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9181037 神醫傻妃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卷五 1

9789869181044 神醫傻妃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卷六 1

9789869181020 神醫傻妃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9181051 坐享之夫 簡紅裝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9181075 坐享之夫 簡紅裝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9181068 坐享之夫 簡紅裝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9181099 坐享之夫 簡紅裝著 初版 平裝 卷五 1

9789864670000 坐享之夫 簡紅裝著 初版 平裝 卷六 1

9789869181082 坐享之夫 簡紅裝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4670017 興宅啞妻 聞情解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031 興宅啞妻 聞情解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024 興宅啞妻 聞情解佩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0048 燎越追凶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055 燎越追凶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062 燎越追凶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079 燎越追凶 淺綠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086 閨秀真難為 袖唐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4670109 閨秀真難為 袖唐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4670093 閨秀真難為 袖唐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4670116 閨秀真難為 袖唐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4670123 閨秀真難為 袖唐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130 閨秀真難為 袖唐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147 藥香盈門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4670161 藥香盈門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4670154 藥香盈門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4670185 藥香盈門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卷五 1

9789864670178 藥香盈門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4670192 藥香盈門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卷六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312 阿育吠陀療法 朱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172 長庚大學藝文中心展覽畫冊. 104年 韓學宏, 劉仁裕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45

阿育吠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872 幻之光 宮本輝著; 陳蕙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6363 同期 今野敏著; 林謹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370 掟上今日子的推薦文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263 明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9270 明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9287 中國文化概論 張岱年, 方克立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9294 中國文化概論 張岱年, 方克立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207 清代學術源流 陳祖武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214 清代學術源流 陳祖武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221 四庫全書館研究 張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238 四庫全書館研究 張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245 先秦兩漢文體研究 于雪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252 近代中國文化概論 張海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801 開啟中華文明的管鑰: 漢字的釋讀與探索 黃德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818 開啟中華文明的管鑰: 漢字的釋讀與探索 黃德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849 晚清媒介技術發展與傳媒制度變遷 陳鋼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9856 晚清媒介技術發展與傳媒制度變遷 陳鋼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89894 清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1507 清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5997 男孩找找看!勇士大搜索 ぴかごろぴゃいた編集;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016 魔法公主. 12, 圓桌騎士的考驗 成田覺子作; 千野枝長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309 松風Song of Sylvan 早稻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894 金門沙美內閣三忠廟乩示文輯錄. 第一集 黃瑞華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493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作; ETS臺灣區總代理編輯委員會編譯其他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815 立法委員 李貴敏 第八屆第一、二會期年報: 興利除幣 開創新局李貴敏作 精裝 全套 1

9789869194822 立法委員 李貴敏 第八屆第三、四會期年報: 擁抱產業 挹注活力李貴敏作 精裝 1

9789869194839 立法委員李貴敏第八屆第五、六會期年報: 弊絕風清 邁向創新李貴敏作 精裝 1

9789869194846 立法委員李貴敏第八屆第七、八會期年報: 深根臺灣 放眼天下李貴敏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忠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典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果文創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送存冊數共計：16

東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73515 蕭泰然鋼琴作品: 背景、技巧與風格之探討 孫樹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973 大法官交錯任期制之憲政破窗 洪英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65667 商職數學金箍棒總複習 陳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7065674 工職數學金箍棒總複習 陳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940 無盡藏: 徐畢華 徐畢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0392 土(簡體字版) 蔡侑玲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0408 眼鏡(簡體字版) 柚子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0415 飛機(簡體字版) 朱家鈺插畫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和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時報



9789864580422 餐廳(簡體字版) 李孝忠化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0439 電話(簡體字版) 潘佑蓉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0446 糖(簡體字版) 王美玲插畫 平裝 1

9789864580453 地圖(簡體字版) 林文婷插畫; 許玉敏企畫 平裝 1

9789864580460 光(簡體字版) 朱家鈺插畫; 許玉敏企畫 平裝 1

9789864580477 戰爭(簡體字版) 柚子插畫; 許玉敏企畫 平裝 1

9789864580484 洞(簡體字版) 林蔡鴻插畫; 許玉敏企畫 平裝 1

9789864580491 玩具(簡體字版) 李孝忠插畫; 許玉敏企畫 平裝 1

9789864580507 寵物(簡體字版) 桃子插畫; 許玉敏企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1870 熊貓先生,我願意等 史蒂夫.安東尼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334 拜託,熊貓先生 史帝夫.安東尼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71 尿床神仙 長谷川義史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49 猜猜動物園 妮娜.雷登文圖; 王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56 我長大了! 妮娜.雷登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70 出發吧,海洋號! 路易斯.里戈, 阿努克.博伊斯羅伯特設計; 王日青譯寫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00 準備好了嗎? 妮娜.雷登文圖; 王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17 猜猜我是誰? 妮娜.雷登文圖; 王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24 小青和小蛙: 好想睡、好想睡啊! 岩村和朗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48 巫婆阿妮和黑貓阿寶 韋樂莉.湯瑪士文; 柯奇.保羅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55 巫婆阿妮的海底假期 韋樂莉.湯瑪士文; 柯奇.保羅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62 巫婆阿妮是恐龍迷 韋樂莉.湯瑪士文; 柯奇.保羅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09 呼-吸- 坂井治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30 大小一起玩: 手指運動會 赫威.托雷作; 莫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47 大小一起玩: 迷宮大挑戰 赫威.托雷作; 莫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青林國際



9789862742754 大小一起玩: 夜晚探險 赫威.托雷作; 莫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61 出門囉,出門囉! 木村裕一文; 瀨邊雅之圖; 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778 要拍照囉! 木村裕一文; 瀨邊雅之圖; 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365 那是我的帽子! 路易斯.里戈.阿努克.博伊斯羅伯特設計; 王日青譯寫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583 創新: 3+4 許棟樑, 王傳友, 歐陽怡山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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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443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 遠古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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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917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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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917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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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922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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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9177474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3, 春秋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7481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2, 夏商西周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6802 感嘆光陰似箭的兩朋友 陳志鴻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66826 飲水思源的小熊貝貝 陳志鴻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66833 有備無患的小浣熊波波 吳奇峰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9789869266840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8, 三國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6857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9, 兩晉南北朝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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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9266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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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926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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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926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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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9281706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0, 隋唐五代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8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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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86928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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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869281737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1, 隋唐五代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142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測驗 Rick Crooks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159 IELTS雅思字彙力6.5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合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94166 IELTS雅思字彙力6.5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合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94173 TOEFL-iBT高分托福寫作120. II 張凱宏著 增訂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8971 誰最有勇氣? 羅倫斯.波利文; 卡特琳.莎樂爾圖; 陳淮茵譯 二版 精裝 2

9789869181525 米米遇見書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二刷 其他 2

9789869181570 米米愛模仿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 其他 2

9789869181594 米米坐馬桶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181594 米米坐馬桶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251006 米米玩收拾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二刷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0

知英文化



9789869251051 米米小跟班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251051 米米小跟班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251068 米米吸奶嘴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251068 米米吸奶嘴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0135 寶寶的第1本英文字典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142 寶寶的第1本學習寶典 趙良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5519 不負相思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526 不負相思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533 不負相思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540 醫諾千金 清茶一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557 醫諾千金 清茶一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601 醫諾千金 清茶一盞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618 醫諾千金 清茶一盞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625 醫諾千金 清茶一盞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564 愛吃寶珠向錢衝 凱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571 衰尾招男好運到 夏喬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588 仙女春嬌人人愛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595 不想婚宅女 佟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632 必求良媛 林錦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649 必求良媛 林錦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拇指王文教科技



9789863285656 商女高嫁 輕舟已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663 商女高嫁 輕舟已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5670 二嫁得好 小餅乾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687 二嫁得好 小餅乾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694 二嫁得好 小餅乾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700 二嫁得好 小餅乾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717 君愛勾勾嬋 杜款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724 君愛勾勾嬋 杜款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5731 甜姑娘發家記 安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748 甜姑娘發家記 安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5755 暖心小閨女 醺風微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762 暖心小閨女 醺風微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779 暖心小閨女 醺風微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809 幸福,蔓延中 唐浣紗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816 幸福施工中 橙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823 幸福給你看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830 一定鑰幸福 莫妮卡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724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釋 宣化上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28748 金剛棒喝: 宣化上人答問錄. 第三冊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28762 覺海慈航度香江: 宣化上人事蹟. 香港篇 宣化上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28779 千手千眼 宣化上人作 初版五刷 平裝 1

9789867328786 世紀末警鐘 宣化上人作 初版五刷 平裝 1

9789867328809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釋 宣化上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7328816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釋 宣化上人作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1

法總中文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225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1st ed. 其他 第15冊 1

9789574484256 Joy discovery Sophia Yang[作] 1st ed. 其他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661 銅管的可能: 冷凍空調盃銅管創意造型競賽專輯. 第二屆郭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678 觀餐休閒產業趨勢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 2016施君翰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4678 觀餐休閒產業趨勢研討會暨工作坊論文集. 2016施君翰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685 工程技術、管理科學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6黃仁清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213 傳承藝術: 關懷兒童藝術慈善畫冊 黃明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休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研發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824 東海大學六十年校史. 1955-2015 童元方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787 模擬器: 東海大學美術系實習策展. 第七屆 詹前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527 東海作為形容詞: 東海大學美術系30週年 詹前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725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4第29屆林浩雯, 劉峻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817 易經商道. 上經 詹茂焜著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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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中國經典管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



9789865990923 大度山風雲: 我們第一屆東海人的故事 于君方, 胡王華玲, 高曉鴻合編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90930 東海大學勞作制度誕生的故事 梁碧峯著 其他 1

9789865990954 東海大學通才教育誕生的故事 梁碧峯著 其他 1

9789865990978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文獻整理研究 陳惠美著 平裝 1

9789865990985 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重編附書影索引陳惠美, 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9789865990992 東海大學勞作教育五十年 東海大學勞作教育處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4007 東海大學勞作文化 東海大學勞作教育處編 修正一版 其他 1

9789869324014 東海大學勞作管理: 知識、經驗與實務 東海大學勞作教育處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4021 東海大學勞作風格 東海大學勞作教育處勞作教育處 編 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806 哲理為師.天道為宗: 林哲文現代畫創作集 林哲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529 一個人的中央山脈 黃魏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6536 世界丹功聯盟大會專刊. 2016 李瑞崇, 呂正心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266536 世界丹功聯盟大會專刊. 2016 李瑞崇, 呂正心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266543 築基煉己 呂正心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9266543 築基煉己 呂正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714 卑南族語簡易字典 張阿信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林哲文藝術家工作室



9789867134721 教會年曆 胡忠銘作 平裝 1

9789867134738 原來愛讚美. 1, 布農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745 大手牽小手,認識愛的誡命 李位鼎文字; 林育如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868 三十六の禁忌: 怨靈終結 邪貓靈編著 平裝 1

9789869143875 高二五班靈異事件: 千年夢魘 韓倚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919 明軒閣臺北春季藝術品鑑賞交流暨拍賣. 2016 李玉明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5684 孩子教我們的事 吳淑美作; 吳大剛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691 Captain Blue Won’t Go Home Anteat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07 Day Cat and Night Cat Shen Shi-Y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14 Matt & Mark Shen Shi-Y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21 從前從前,有一棟小房子…… 杜絲.羅瑞格絲作; 克莉絲汀.波羅克索圖; 游文綺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38 Let's Play L. R. Ch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45 Grandma's Incredible Journey River Che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52 蘇蘭老師導讀電影. 2010/11-2011/01 蘇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69 蘇蘭老師導讀電影. 2011/02-2011/05 蘇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76 蘇蘭老師導讀電影. 2011/05-2011/07 蘇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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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軒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399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82948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82955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320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351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25375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25382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25429 他與月光為鄰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5436 他與月光為鄰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5450 萬事如易. 第二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559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番外篇 1

9789865625542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25610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627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5641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25689 萬事如易. 第三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719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726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733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5740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825 萬事如易. 第四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832 萬事如易. 第四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849 萬事如易. 第四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870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知翎文化



9789865625993 獨家占有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4005 獨家占有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74050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89122 七根凶簡 尾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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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9136 英文烹小鮮. 經濟財金篇 李守愛, 鮮正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9150 Outline of Tumor Biology 陳重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9167 Systems architecture: hardware, software, enterprise, knowledge, thinkingWilliam S. Chao, Shuh-Ping Sun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056 田園青春夢 程鉄翼文; 翁秀嬋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02056 田園青春夢 程鉄翼文; 翁秀嬋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519 超絕貝士地獄訓練所. 破壞與再生的古典名曲篇Masaki作; 柯冠廷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595 吉他.運指革命濃縮的2小節訓練 小川智也作; 梁家維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625 放肆狂琴 詹益成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6581632 以4小節為單位增添爵士樂句豐富內涵的書 小川智也著; 梁家維翻譯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8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細亞國際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4555 Windows10新世代: 升級、安裝、應用一次掌握 徐子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586 ASP.NET專題實務. I, C#入門實戰(VS 2015年版) MIS2000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623 Visual C# 2015學習經典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647 從新手到高手: 萌系個性少女漫畫教學 萌心漫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654 Unity 3D跨平臺遊戲製作的15堂課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661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Illustrator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678 搜鮮記: 6路線X19城鎮,中國美食達人的在地私房美味搜狐新聞用戶端吃貨自媒體聯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685 Revit MEP 2016機電建模 張律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692 一做就上手的普普藝術!訂製你的個人化小物 徐潤靜著;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708 不藏私的Artlantis 6室內外透視圖渲染技巧 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722 拿起筆,花就開滿了: 讓你又塗又畫又寫的心情著色本畫兒晴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739 C++程式設計入門 黃建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777 Office論文寫作實務 顏榮昌, 邱彙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002 Office 2013文件、試算表、簡報輕鬆上手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132 網路魔法學園 陳皓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187 Android APP程式開發剖析 張益裕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519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105年版 莫爾工作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231 不藏私的SketchUp 2016室內設計必學技巧 陳坤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248 打造我的第一臺無人空拍機 John Baichtal作; 林易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255 Arduino語音互動專題製作與應用 陳明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262 21天得高分: 高效學習力的養成訓練 李芝園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279 為什麼我提出的創新想法老是被打槍?學會關鍵10步驟,補救思考漏洞,讓垃圾也能變黃金Lucy Gower著; 唐亞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286 資訊教育 林裕集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245293 吃遍天下的療癒美食水彩繪 金雨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309 C++程式設計解題入門 黃建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316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ndroid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323 Photoshop CC設計接案王: 抓靈感X找素材X必學技巧的萬用書李金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330 PHP 7與MySQL網頁資料庫程式設計 陳會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5347 Visua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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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354 活用PowerPoint 2016: 一看就懂的職場必備簡報秘技120招楊宗誌, 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361 Illustrator平面設計強手速成班: 抓靈感X找素材X必學技巧的萬用書李金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378 影音剪輯自由學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385 LibreOffice Writer 5.X文書處理輕鬆學 陳皓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392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Illustrator CC鄭怡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15 資訊科技概論 蔡志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245422 PhotoCap相片魔法學園 張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39 App Inventor 2: 我把程式變簡單了 黃建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46 Movie Maker創意影音剪輯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60 Premiere Pro CS6創意學習趣 蔡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477 大數據與物聯網: 因應新世代商業需求的企業資訊架構Robert Stackowiak等著; 張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84 超讚的創意動畫這樣做: 從前期概念、分鏡腳本到風格構思,掌握動畫製作的秘訣Liz Blazer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491 人像攝影心法200招: 拍攝X經營X行銷，邁向PRO攝影師的修煉DALE BENFIELD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538 不會畫畫也能做出超可愛X夢幻X幸福感的糖霜餅乾金旻柱著; 柯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4921 圖解建築結構: 形態、系統與設計 Francis D.K. Ching, Barry S. Onouye, Douglas Zuberbuhler著; 張正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945 圖解自然材料 落合伸光等著; 劉向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952 圖解家具設計 和田浩一著; 陳嘉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969 圖解日式茶室設計 桐浴邦夫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983 圖解聚焦東協: 剖析各國實力與趨勢,掌握最新經濟布局關鍵瑞穗綜合研究所著; 童靜瑩, 曹茹蘋, 崔立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易富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70138 圖解英語會話 Proud publisher editoria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145 英文的邏輯: 用老外的邏輯思考,才能真正學好英文劉婉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152 英美國語言學校都在教的英語會話課 黃文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176 用法國人的一天學法語 Julien Chameroy, 王冠能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183 跟任何人都可以用英文聊天: 1天1堂英文課,30天融入老外生活圈Raymond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190 女孩們的韓文課 翁家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206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法語關鍵字6,000 Angela P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237 用創意搶進10億商機: 不景氣的時代,你的創意就是最好的賺錢工具伊恩.瓦里斯(Ian Wallis)著; 李佩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70251 365每日英文 Chloe Robertso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268 第一次用日語旅行超簡單 濱川真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275 一定用得到的英文單字12000 Sarah Chang, Bekah Lu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282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西語關鍵字6,000 張文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299 圖解日語會話 Proud publisher editonial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70305 用180張圖記憶新多益必考單字2000 林達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336 關鍵細節: 細節決定一切 派翠克.潘, 呂國榮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343 股票上漲的原理 弗萊德烈克.柯布里克著; 張書華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30832 刑法經典試題解析 凌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330955 律司全真模擬試題綜合法學. 103年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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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8506 用心: 徐少萍的精彩人生 徐少萍, 陳榮彬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來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雨陽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143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講記. 卷四-卷七 玅境長老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4815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 玅境老和尚宣講 再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0096 一起住在這裡真好 薛慧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0096 一起住在這裡真好 薛慧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4408 人生這條路,由你的選擇開始 林想作 平裝 1

9789869134415 創業,才能改變一切 林想作 平裝 1

9789869134439 學有錢: 我要怎樣做才能有錢? 史琨作 平裝 1

9789869134446 提錢退休: 提早10年退休的省思 史琨作 平裝 1

9789869134453 開啟你的財富能量 艾迪作 平裝 1

9789869134484 原來你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糟糕 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9230308 放下,不要背著心債過生活 李紫蘇作 平裝 1

9789869230315 啟動人生的財富吸引力: 快速賺錢致富手冊,讓錢跟著你的腳步走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9230346 放棄自以為是的自我 丁曉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盟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依揚想亮人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29839 忠犬執行長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46 小鎮醫生戀習作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53 傲慢與偏寵 辛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60 暖暖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77 他買了一個女孩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84 學長,未完待續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91 老闆,咱倆低調點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07 豪門家教 喜格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309 這樣做,跟近視說Bye Bye 董子獻, 周行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16 更年期養得好,百病消、人不老 董豔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23 幸福人生,很容易: 成功學大師卡內基寫給女人的快樂魔法書. 2戴爾.卡內基著; 亦辛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814 美孚保養廠日活動專刊: 新式車輛保養最高機密檔案. 2015-2016林永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821 車輛潤滑油原廠技術規範暨道達爾潤滑油應用實例. 2016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91838 潤滑、保養年鑑. 2016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6780 步步蓮華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祿文化



9789575987039 老實是禪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046 禪門修證指要 聖嚴法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053 金山有鑛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7060 梵網經菩薩道 靈源老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077 明代觀音信仰之研究 徐一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084 Liberated stillness and and motion Chan Master Sheng Ye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5987091 念佛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07 佛教中陰身思想之源流與發展 釋常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21 聖嚴研究. 第八輯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38 佛教入門(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145 佛教禪修傳統: 比較與對話: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莊國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501 巴黎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4版 平裝 2

9789865879518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2版 平裝 2

9789865879525 北京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5版 平裝 2

9789865879532 福岡九州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十版 平裝 2

9789865879532 福岡九州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十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151 壽康寶鑑白話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8687 關聖帝君戒淫經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0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采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806 意涉閑雅: 洪松柏書法首展 洪松柏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2921 我爸爸像什麼? 蔡憲文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2812938 牧裙童話集 親愛的牧群 牧群第35屆大象班圖; 小君, 子瑄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000 法成憲-鏤月裁雲 法成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18 全國土地管理與開發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388 皺折語景: 李元程陶藝創作集 李元程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8425 思巢: 長榮大學畢業專刊. 105級 平裝 1

9789866358432 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洪韵婷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牧群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想實業

金瑞成藝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840 一次學會最強零缺點美妝 金活蘭作; 邱曼瑄譯 平裝 1

9789869224857 白斬雞: 國民美食第一味 盧怡安, 游惠玲, 李佳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864 品香靜心: 療癒、修復、靜心、回歸、自在的練習,找回最佳的自己覺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6856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2936887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936894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6917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6924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2936948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6955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6931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2936962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720 GRI G4 金融服務業揭露 吳文雅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001 臺灣地質概論: 比例尺四十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說明書陳文山等撰稿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質學會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河圖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477 危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四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8946477 危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四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569 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劉舒風, 張麗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200 電眼美睫聖經. II Angel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4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15: 特殊需求者的教育與生活品質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9297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專刊. 2015 王焜生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畫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容彩妝造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特殊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易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002 愛與希望 宋禾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1912 踏實人生. 二 林弘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636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9757 但以理卓越職場靈修課程: 職場生命力 夏忠堅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809764 但以理卓越職場 門徒訓練課程: 為主贏得職場 夏忠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803 夠好指南: 緊急救援的評估、測量與責信 緊急事件能力建構計畫小組作; 王齡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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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癌友新生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遺產暨保險金捐贈慈善會



9789869284806 家庭暴力相對人處遇與評估論文集 邱惟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215 憲政制度比較(比較總統制、半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張天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209 「滾動孩子的夢想」崁頂生活營 屏東縣國中、小學學生、幼稚園兒童合著 平裝 2

9789869201209 「滾動孩子的夢想」崁頂生活營 屏東縣國中、小學學生、幼稚園兒童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3397 建築園冶獎. 2016: 在地宜居.永續共生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107 終身樂學研究學刊. 第一卷第一期 丁文祺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3688 高雄攝影年鑑. 2015 周鑫泉等編輯 精裝 2

9789868283695 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專輯. 2015 古成城總編輯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終身樂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葵花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建築經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愛公德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965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七 陳俊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64965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七 陳俊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3021 儒雅: 人文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5年陳美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200 臺中獸醫史(1967-2015) 林順隆, 鍾淑玲, 黃姿寧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7810 松友會刊. 第八期 傅樺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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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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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獸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松山國小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國語文研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908 了愿須知, 我們要行功了愿,所應知應行之要點是什麼?高山愚人口述.審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547 第一次監看兒少新聞就上手手冊 王淑芬等作; 葉大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916 多元族群神話傳說故事系列學習繪本: 兩個太陽陳勝榮文; 林瑋琪圖 初版 精裝 0 1

9789869260923 多元族群神話傳說故事系列學習繪本: 紋面傳說陳勝榮文; 林瑋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930 多元族群神話傳說故事系列學習繪本: 彩虹橋 陳勝榮文; 林偉恩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947 多元族群神話傳說故事系列學習繪本: 貪睡受罰的雅韻陳勝榮文; 楊存然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954 多元族群神話傳說故事系列學習繪本: 懶人變猴子陳勝榮文; 林瑋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961 多元族群神話傳說故事系列學習繪本: 靈鳥希利克陳勝榮文; 林瑋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512 聖經: 新約附詩篇、箴言 社團法人臺灣全民臺語聖經協會[編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125529 聖經: 新約附詩篇、箴言(白話字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全民臺語聖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創會

北市彌勒大道弘慈會



9789869063111 櫃後人生: 十二位同志父母的心情故事 瑪莉莎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503 樹藝學概論 Sharon J. Lilly原著; 黃裕星等編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538 第六次ICF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手冊. 2016 邱弘毅等著; 黃裕惠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608 第一次使用NCBI就上手 林玉梅, 黃耿祥, 楊智惠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725 綠療城市-園藝治療與環境的對話: 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 第十屆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439 再多活一天: 焦慮與憂鬱症患者的心靈處方 柯百黎(Beverlee Buller Keck)作; 蔡明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發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ICF研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9760 魅力非洲: 陳維滄攝影筆記 陳維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6151 TIQE臺灣國際拼布大展. 2016 林幸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16151 TIQE臺灣國際拼布大展. 2016 林幸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505 女人的房間: 手工限量攝影裝置書 彭怡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241 我的西班牙語寶典. A1 林玉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356 完美進化論: 超人氣美甲美睫圖鑑 陳聖晴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86370 復古女伶: 全方位美甲美睫攻略秘笈 陳聖晴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攝影文化交流協會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2741 矇著眼遊韓國 王百萬著 平裝 1

9789863792796 Go語言帶你進入程式最高殿堂 郝林著 平裝 1

9789863792949 王者歸來: C#完全開發範例集 王小科, 王軍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92956 王者歸來: Struts2+Spring+Hibernate框架技術與專案實戰應用陳亞輝, 繆勇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3792963 企業級的記憶體+快取資料庫: SAP HANA大數據應用無縫交接尹東升, 陳磊, 周斌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970 網路虛擬化的第一步: 使用者導向的智慧管線建設你的SDN陳運清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987 最新趨勢之智慧家居. 2016: 中國市場永遠是第一站向忠宏著 平裝 1

9789863792994 學Hadoop永遠都不遲: 從MapReduce到YARN的演化王曉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007 Maker時代也不缺席: 樂高機器人和JAVA的完美組合鄭劍春, 魏曉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014 深入了解Windows Phone遊戲開發 高雪松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3038 顏色就是品牌 度本圖書著 平裝 1

9789863793045 行動智慧車聯網: 不可逆的資訊網路趨勢 車雲網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052 點線面設計形象創意 王紹強著 平裝 1

9789863793069 一手掌握Android NFC開發技術 趙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3076 用Visual Studio建立商用的Ext JS解決方案 黃燈橋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083 高手都用Qt進行Android專案 安曉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090 Tony Stark也是從基礎開始: Android上的穿戴裝置開發張明星, 孫嬌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106 現在就開始用jQuery進行實務開發 李柯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113 Storm: 從Hadoop批次處理到即時串流處理 趙必厦, 程麗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120 用Sench Touch輕鬆開發iPhone Android手機程式 黃燈橋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137 現場直擊: 35個Arduino大神的實作範例 無線電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3144 王者歸來: Linux C系統整合開發設計 吳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93151 連IP都能上雲端: 用OpenStackNeutron專案建立全虛擬網路張華, 向輝, 劉艷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175 蘋果開發白皮書: 用Swift控制iPhone上的感測器 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182 停格の世界 陳仁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3199 王者歸來: PHP完全開發範例集 潘凱華, 劉中華編著 第3版 其他 1

9789863793205 創客大極致: 28個Maker大神的精彩實作範例 無線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267 摘野菜.食野味: 400種野菜辨別與食用圖典百科 董淑炎著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8983 聖母愿菩薩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660 AI引領智慧型服務機器人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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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58588 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黃永裕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010 石頭開花 黎吟文; 沈麗玉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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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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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縣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洄瀾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蓮勝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明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1354 吳門牧雲 錢丹玨, 黃杰瑞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361 人間遊戲 陳曉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3110 潛能開發的奧祕思惟體驗 平法編著 平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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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4010 棋逢情手 蔻特妮.蜜蘭(Courtney Milan)著; 李琴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119 45度線獲利秘訣 陳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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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7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奇霖管理顧問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武學文化



9789575169046 犬神同學與貓山同學 くずしろ作畫;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749 黑貓與侯爵的侍者 佑羽栞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770 犬神同學與貓山同學 くずしろ作畫;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817 鷹和鳶和油豆腐 六路黑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862 Brothers+兄弟Plus 山本小鉄子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930 我們的日記 七尾すず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畫;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947 捉妖宿舍的問題生 水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954 看來你是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9961 龍妃. 第二部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093 戀愛、妖怪與學生會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109 緊隨在你的身邊 音海ちさ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116 雨月物語 小野塚力ホリ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123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著 小鳩万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130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147 金剛公主! 中島織姬星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161 和社長的秘密情事 志賀乃夷織作; 阿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185 訂婚0日就結婚是怎樣? 惠蘋果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192 隆之介一點都不溫柔 淺野彩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222 在談情說愛之前! 伊佐木李果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239 立刻和你墜入地獄 牛込卜ラジ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277 戀愛傻瓜超優 安武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284 王子大人的社內情事 織田綺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291 吻上陽光女孩 朱神寶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307 妳相信愛情嗎? 新井清子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314 我們來談個戀愛吧 藤原佳子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321 狂妄的抖S玩偶 紫依衣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338 任性的電唇 志賀乃夷織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345 好色的可愛王子 大橋薰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352 看來你是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369 龍妃. 第二部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376 優雅刑事 流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383 捉妖宿舍的問題生 水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413 黑之館. 前傳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437 inferno: 不被允許的愛 松本友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444 輕啃花戀 加賀八娘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475 極道王子的束縛愛 一之瀬絢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499 制服上的香草之吻 夜神里奈作; 藝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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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7802 回憶的日記本電影製作錄 蔡銘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983 時間大幻劇: 奇蹟課程的時間觀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張紅雲, 若水合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9958 三月後的五卷 史作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965 狼寶寶 安.黛克蔓文; 澤切里亞.歐哈拉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49972 佛像的臉: 從人臉 讀佛臉 看時代人心 清水真澄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989 從行動到觀念: 晚期現代主義藝術理論的轉型 皮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9996 華人古董市場指南. 2015 編集部策劃小組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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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和鴻益



9789869225908 想像的博物館: 客廳裡的達文西,餐桌上的卡拉瓦喬......菲力普.達維里歐(Philippe Daverio)作; 鄭百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922 押井守的角色學: 從電影學來的工作生存法則 押井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76933 約拍是一種態度 李文絕作 平裝 4

9789866976933 約拍是一種態度 李文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314 返回靈界的蔣經國先生 吳柄松作 平裝 1

9789869240321 活在死後的旅程 吳柄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607 家園鄉音: 家園飄香.鄉音繞樑 余國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8095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16 林素如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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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各省同鄉會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金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阿飄驛站



9789867007605 安心真經真禪 混元禪師主講 1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5821 嘟嘟的特別乘客 微笑先生文; 王書曼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596 大腦生病救命手冊: 有些人不是真的壞、笨、暴力、想不開,而是頭腦生病了!丹尼爾.亞曼(Daniel G. Amen)著; 徐薇唐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909 窮理查年鑑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916 我在人間與靈界對話 宇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923 我在人間的靈界事件簿 宇色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849 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 <>與<>一系圖說析論陳睿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49 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 <>與<>一系圖說析論陳睿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145 入迂上人書畫集: 性旻法師藏品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7145 入迂上人書畫集: 性旻法師藏品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7152 樂此心閑: 茶器展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南山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349 愛,永遠不會滿足: 學習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最佳指引費德立克.路易斯.沙爾華多神父(Fr. Federico Ruiz Salvador)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446 ぬくぬく暖暖貓&呆萌兄的爆笑日和, 春.夏 秋本尚美著; Monic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453 ぬくぬく暖暖貓&呆萌兄的爆笑日和, 秋.冬 秋本尚美著; Monica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6623 汽油生活 伊坂幸太郎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22 初戀,never end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91 鬼墓屍花: 鬼骨拼圖102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38 我最愛的偵探: 仁木兄妺的事件簿 仁木悅子著;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45 藝術少女 花形みつる作; 歐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52 警官之血 佐佐木讓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06869 警官之血 佐佐木讓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06883 驅魔教師. 6, 傳承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90 惡童書: 國王的新衣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06 幽靈巴士: 夜不語詭秘檔案. 703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13 雲與，薄荷糖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20 禁獄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37 超一流菁英的「健康」奧祕 小林弘幸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44 健康活力到100歲的關鍵就在「早晨」! 白澤卓二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3

星火文化



9789865706951 恐怖ID: 夜不語詭秘檔案. 704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68 該隱與亞伯 傑佛瑞.亞契(Jeffery Archer)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82 王子不戀愛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999 犬之力 唐.溫斯洛(Don Winslow)著;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07005 犬之力 唐.溫斯洛(Don Winslow)著;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07012 雷霆隊長 伊坂幸太郎, 阿部和重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36 戀愛魔法奇蹟 中村航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43 惡童書: 睡美人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50 從情書開始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67 當你在綠洲獨行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74 地獄系列. 第十三部, 地獄黎明 Di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81 少女天師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98 你所煩惱的事,有九成都不會發生 枡野俊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04 寂寞空庭春欲晚 匪我思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11 雲崖凶地: 鬼骨拼圖103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28 但其實我們 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35 鬼作伴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42 海濱 山本文緒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66 十五年等待 盈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73 陪在你身邊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80 妖異魔學園. 6, 終曲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97 朝聖者 泰瑞.海斯(Terry Hayes)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10 鬼錢: 夜不語詭秘檔案. 705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34 惡童書: 美人魚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58 殺手世界 孤泣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7272 殺手世界 孤泣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7265 請找到我 中脇初枝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89 心塵往事 約翰.厄文作; 麥倩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96 人皮拼圖 傑佛瑞.迪佛作; 尤傅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02 純屬虛構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19 少女天師. 2, 鬼同學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26 橡皮靈魂 井上夢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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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5714 另一個世紀的星辰 楊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21 迷冬: 青春的狂歡與煉獄 胡發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9849 考前30天電子學總複習 林懷民, 林志昌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7615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黃如逵, 周振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967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育祥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124 升科大四技: 機械類計算題型All ln One 林益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8926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 呂景富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8964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李長智, 蔡易達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9749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蘇泰明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219983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奪分王林高永, 葉華淼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9848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伶, 郭雪萍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2199985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 劉子靖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40003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Inventor學科參考題庫與術科實戰秘笈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640010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國民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027 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正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065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檢定解析 豆豆工作室編著 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6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友



9789864640072 考前30天基本電學總複習 支裕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096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亞瓦特工作室, 顧哲綸, 鍾育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102 可程式控制快速入門篇(含丙級機電整合術科解析)林文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0119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640133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212 與大師談天. 1, 沈默:<> 吳美雲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85229 與大師談天. 2, 孫儲琳:<> 吳美雲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85236 日本MOA的自然農法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1423 活用高中基礎化學教學講義 陳祖望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41515 旗開得勝: 一元二次方程式 張宏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720 活用數學會考通(綜合版) 盧建民, 林怡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59 旗開得勝小四數學得分密碼 謝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66 活用國中會考達人AED(理化科) 潘禹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73 旗開得勝小三數學得分密碼 謝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9150 Sanctband拉力帶之阻力訓練 Dagmar Pavlu作; 宣正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科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建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732 邊學邊玩的節慶英語 Melanie Venekamp, 陳欣慧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378 飛將軍蔣鼎文 陳侃章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818 小事的力量: 將職場習以為常的「基本小事」做好做滿,你不只值得信賴,也將不可取代今藏由香里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25 在家就能輕鬆做的無痛瑜珈: 輕.鬆.軟只要15個動作!消除僵硬痠痛,增強免疫力,人人做得來的超簡單溫和瑜珈松本Gandhari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046 30天不吼小孩的成長課: 美國橘犀牛媽媽的520天實驗全心得希拉.麥奎恩(Sheila McCraith)作; 王淑玫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7324 虎兔同籠 項綠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515 虎兔同籠 項綠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383 將門男妻 修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406 將門男妻 修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冊數共計：1

柏舟文化



9789862968390 將門男妻 修七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413 浪蕩歪傳. 三, 御貓追老鼠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475 野獸飼育守則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482 野獸飼育守則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499 昏君指南 修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505 僥倖 以是木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512 灰大叔與混血王子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529 灰大叔與混血王子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727 愛的空間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lmir Megre)作; 王上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62066 開啟副業賺更多 中野貴利人, 山下久猛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2073 Pepe桑的貓咪環臺誌 Pepe桑作;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62080 今天你有想我嗎? Aida, 綺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310 魔法的瞬間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作; Joong Hwan Hwang繪圖; 葛增娜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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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12

拾光雪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61924 蛋黃哥立體公仔實用手冊 SANRI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389 今晚,來西班牙開飯! 羅仁哲(Pablo Lorenz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778 圖耳其: 找到最好的自己 王心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508 劍與玫瑰 M.貓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706 塔羅葵花寶典12周年紀念版: 從牌義、牌陣到解牌入門向日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874 安潔.麗娜來我家: 阿油養貓日記 阿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898 IG時尚穿搭力! YOK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959 惡之教典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作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4192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著;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4215 咖啡師Barista 花形怜原作; 室永供未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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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64246 就算是哥哥,有愛就沒問題了,對吧 鈴木大輔原作; 綠青黑羽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253 商品攝影的達人之路: 用一看就懂的超實用進進階技巧,拍出令人讚不絕口的超吸睛美照!熊谷晃作; 周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406 Girlfriend梁凱莉寫真書 粱凱莉, 周明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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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1064437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1064956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1064444 星際大戰: 絕地大反攻 詹姆士.肯恩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451 魔法少女育成計畫limited. 前 遠藤淺蜊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475 SONY α 7R II 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482 聲優王子KISS指令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4499 皇女飼育手札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4505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4512 分手後,一起旅行好嗎? 林明亞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550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作; 火音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4567 我家的食客掌握全世界! 七条剛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4574 PSYCOME煉愛學獄: UNPLAGUED OMNIBUS 水城水城作; 楊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581 山海亂舞. 3 默者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598 龍孃七七七埋藏的寶藏 鳳乃一真作; 林宜錚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604 她們作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作; 小月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611 東京迷途魔法師 中谷榮太作; 劉又慈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4628 鬼電影 璇兒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635 超能劇組,Action 八爪魚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4642 懲罰遊戲 山田悠介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659 鼻 曾根圭介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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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64673 終物語 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4680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64697 「獨唱」こぶいちart works: 緋彈的亞莉亞畫冊. 二こぶいち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710 戰爭機器: 石板獄 凱倫.查維斯(Karen Traviss)作; 張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727 罪人與龍共舞 淺井Labo著; GEOGRE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741 狗與剪刀必有用Dog Ears 更伊俊介作; 簡秀靜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4765 人善被人妻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772 妖狐寶寶飼養法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144 妖狐寶寶飼養法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4789 字靈 怪盜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4796 蛋黃哥哲學. 2 SANRIO著;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819 犬日無休 くにのい あいこ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826 輕熟妹的情色教戰手冊 峰那祐佳原作;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4833 臺灣原生菜,尚好!吃在地、吃當季、從土地到餐桌最美好的時鮮滋味厚生市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871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4901 危險的甜蜜關係 七島佳那著; 霸王花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918 危險的甜蜜關係 七島佳那著; 霸王花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4925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64932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64949 花圈圈幼稚園 勇人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4994 多喝水,有事 川千丈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007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5014 日常生活中的異能戰鬥 望公太作; 陳怡帆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5021 Eirun Last Code: 自架空世界至戰場 東龍乃助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045 笨蛋,測驗,召喚獸12.5 井上堅二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052 熊77號店! 望月空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069 不會飛的蝴蝶與天空之鯱: 從遠方的蒼藍飛向盡頭手島史詞作; 紅豆佳譯人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090 Y的紋章師 越智文比古作; 九十九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106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113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陽炎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5120 幻想危機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137 燭話夜談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168 面具師 夕燒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5175 咖啡師Barista 花形怜原作; 室永供未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5205 禁斷之戀什麼的真是蠢透了 一宮思帆著;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212 樂園的王子 芝野結花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5229 第一次的xxx 椎葉奈那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243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267 前進吧!!高捷少女 陽炎,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5274 愛徒養成有賺有賠,後果請參閱本書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281 孤高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298 惡之教典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作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5311 黑惡魔的甜蜜制裁 Makino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328 我不壞,只是想戀愛 森田友希著; NO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335 遲來的心動感覺 角野悠著; NO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342 學園X封鎖 八頭道尾著;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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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1065373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5380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106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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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1065403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原作;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65410 她們做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原作; rin作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427 她們做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原作; rin作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5434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472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5489 電線桿上的路西法同學 魏思佳漫畫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496 時尚梅本工作室 日野瑔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502 背後注意☆怨靈實習生 石川惠美著; 蒼貓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533 審稿男孩和投稿女孩: 溫柔青空所注視的、羞澀大海的故事野村美月作; 簡秀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632 KissXsis親親姊姊 DITAMA某著;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65649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5656 狼人遊戲 川上亮原作; 小獨活漫畫;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5663 謊言王子與假扮女友 美麻凜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670 扭曲因子 守月史貴著;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687 神明大人x本大人x老公大人 坂野景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5700 大奧 吉永史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5984 空手小霸王物語 馬場康誌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5991 與學生會長的秘密婚約 華夜著; NOL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6004 學生會的夢中情人 朝黃光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6011 鶺鴒女神 極樂院櫻子作;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66066 謊言彼氏 キリシマンウ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6073 不該擁抱的背影 サガミワ著; K.T譯 1st ed. 平裝 1

978957106608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 渡航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6097 純真之人 坂本真一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80106 Steve McCurry: Untold.隱藏在鏡頭下的故事與紀行史蒂文.麥柯里(Steve McCurry)作; 張舜芬, 錢佳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0267 設計師的字體應用術: 117款設計師必知的好用字體造型辨識、實用圖例解析Peter Dawson作; 王翎, 林怡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11 異國料理全攻略: 265個必備妙招、技巧、餐廳秘密及美味食譜珍妮.戴維斯(Jenni Davis)著; 方玥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380 百年時尚: 解讀50個奢華品牌的發展歷程、極致工藝與設計核心卡若嵐.蔻克思(Caroline Cox)作; 李詩靈, 張競元, 蔡伊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0434 廚神的盛宴: 絕世鬼才赫斯頓的28道傳奇料理 赫斯頓.布魯門索(Heston Blumenthal)著; 鍾沛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0526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北歐風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0533 西班牙廚神 璜.洛卡的烹飪技藝大全: 全球第一餐廳El Celler de Can Roca從廚房管理、食材研究到工具運用,75道精緻料理+17種經典醬汁。璜.洛卡(Joan Roca)著; 陳怡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40 找地蓋屋全能百科王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57 我的理想廚房!日常廚事生活與不失敗烹調 收納Play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64 三明治研究室: 拆解層疊美味,從家常經典到進階開店,世界級三明治全收錄!永田衣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71 巴黎美食指南: 法國廚神艾倫.杜卡斯的100個美味店家艾倫.杜卡斯(Alain Ducasse)作; 林惠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0588 日本料理擺盤基礎事典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595 一看就懂!設計師教會你裝潢不後悔必學攻略 張德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0601 以花養生,寫給女人的平衡處方 陳柏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18 吃喝小店空間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25 住荷蘭,不只小確幸: 居家風格、四季情趣、城市創意,荷蘭媳婦布爾.丁夫人的瘋荷日曆布爾.丁夫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32 工業風生活道具300選: 一次學會沙發、椅凳、桌、櫃、燈具、傢飾選購,擺設搭出超有型工業風蔡婷如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49 建築師之眼: 捕捉建築初心和靈魂的影像詩篇: 巴薩札爾.克萊柏Balthazar Korab約翰.寇瑪錫(John Comazzi)作; 盧俞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0656 紐約美食指南: 法國廚神艾倫.杜卡斯的99個美味店家艾倫.杜卡斯(Alain Ducasse)作; 林惠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0663 精品咖啡創業學: 定位、風味、品管、服務、空間、行銷: 全球10家精品咖啡名店成功案例崔暎嬉作; 胡絲婷,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87 餐桌上的五穀雜糧百科: 從產地、料理到營養,關心身體與土地的全食材事典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694 哇!原來製冰盒可以這樣用! 林家岑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00 築地通的壽司全知識: 一眼看懂江戶前壽司的旬、味與產地福地享子著; 周雨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17 50歲開始,優雅過好日子: 一生受用的80個老前幸福整理術,人際關係、金錢觀重整,活出完美人生保坂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24 港澳味蕾300+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10

麥浩斯



9789864080731 空中菜園!用種菜箱實現城市田園樂 蔣榮利,蔣宜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48 多肉植物.仙人掌圖鑑800 羽兼直行著;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62 生活感裝潢研究室 安格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0779 裝置藝術不思議!: 全球最顛覆想像的84個偶發裝置、現地創作與令人驚喜的藝術場域介入弗洛倫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 克里斯汀.弗洛克(Christian L. Frock), 珍妮.穆薩.斯普林(Jenny Moussa Spring)作; 陳慧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86 好吃21: 吃粗食!雜糧正夯,吃原豆、全穀的全食物提案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793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機能浴室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09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客廳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16 療癒廚房: 我家的舒適食、常備菜、料理的基本與廚房裡的大小事暴躁兔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23 秒懂貓咪,行為學醫師的貓星球解析: 365天的生活狀況劇,行為學、冷知識、家庭醫學、貓界定律,都是牠想告訴你的悄悄話林子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30 原味食悟. 2 邱佩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47 Cafe&Meal MUJI無印良品的旬味食譜 Cafe&Meal MUJI無印良品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54 香草百科: 品種、栽培與應用全書 尤次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61 收納櫃設計: 完全解剖書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0878 和食力: 日本料理躋身美食世界文化遺產的幕後秘密辻芳樹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85 手縫皮革簡約包設計: 縫製時尚質感,包款解析10堂課印地安皮革創意工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892 百大設計師年鑑. 2016: 好好生活的精選空間設計 隨心所欲的創意風格特蒐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08 極上之湯: 建築師黃宏輝之16家究極日本溫泉旅館黃宏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0915 相約彼端 咖啡美好時光: 張雪泡在星巴克旅影札記. 2015張雪泡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22 流行品牌代理密技 黃偉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39 不藏私的手作包技法大全: 版型超圖解1000張,製作撇步大公開黃思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46 餐桌上的魚百科: 跟著魚汛吃好魚!從挑選、保存、處理、熟成到料理的全食材事典郭宗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53 我的食材便利包: 全年常備!食材收納保存活用書楊賢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60 日本一流終極收納全書 主婦之友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77 自己發包,絕不受氣上當裝潢攻略 邱柏洲, 李曜輝, 劉真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0984 壽司的常識與非常識: 食材、歷史與文化傳承,讓人口齒留香的日本壽司閱見重金敦之作;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0991 經典義大利甜點: 表參道超人氣甜點主廚的四季甜點、盤飾與再創作藤田統三作;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04 麥田金老師的烘焙解密. 糖果篇 麥田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11 花園 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28 服裝立體裁剪與設計 張惠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35 老屋這麼讚: 室內設計編輯不說你不知道,老房子超好住的絕讚關鍵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42 小住宅格局改造100: 公寓.套房.挑高格局動線收納全有解,好窄變豪宅住得超舒服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59 日本料理職人必備基礎技能完全圖解: 米其林二星WAKETOKUYAMA總料理長野崎洋光的141項廚房奧義野崎洋光作; 周雨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1066 料理道具案內: 百年老舖釜淺商店的理想廚房用具熊澤大介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73 當代酒標藝術 坦雅.舒勒斯, 麥克.麥達維作; 錢佳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080 神開運!風水室家: 180+好住提案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1097 透視圖,拿起筆就會畫: 一步驟一圖解,60秒學會設計、繪畫基本功中山繁信作; 李其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103 磚材萬用事典: 設計師必知磚材選搭、風格塑造、施工步驟、填縫工法35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110 好吃. 22: 作伙呷鍋!跟著行家一鍋熱騰澎湃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127 服裝畫練習本 李惠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134 日本小住宅,空間極致運用術暢銷新封面版: 日本設計師的35個創意空間,5坪大的房子,也能過舒適生活!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141 建材疑難全解指南500 Q&A: 終於學會裝潢建材就要這樣用,住得才安心!從挑選、用途、價格、設計、施工、驗收到清潔疑問,全部都有解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165 種樹移樹基礎全書 李碧峰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557 原諒他,為什麼這麼難? 吉米.丁克奇(Jim Dincalci)著; 郭庭瑄, 張馨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64 直覺式塗鴨筆記: 不用落落長文字,5個元素、幾筆簡單線條,做出令人驚豔的圖像式簡報麥克.羅德(Mike Rohde)著; 向名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71 教授,我有問題!: 走一場經濟學思辨之旅,釐清52個常見迷思勞倫斯.里德編;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88 勇敢議論所有事: 猶太人每天鍛鍊的Why思考術石角完爾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06 思考力,不是執行力!: 東大超人氣的「人生基礎方程式」思考課上田正仁著; 陳雪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70132 媽媽,門口有隻熊! Sabine Lipan文; Manuela Olten圖; 林佳暄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韋伯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67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4270149 我一點都不想睡! Gudrun Likar文; Marion Goedelt圖; 江則均譯 精裝 1

9789864270156 小狗弗萊德與波西 Jen Hill文; Manuela Olten圖; 林佳暄譯 精裝 1

9789864270163 提著小鈴鐺的烏利 柯恩斯(Selina Chönz)文; 加里吉(Alois Carigiet)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170 一起幫忙蓋房子! 史卓克(Cally Stronk)文; 彼得(Andrea Peter)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187 隨風飛揚的十片葉子 默勒(Anne Möll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194 芳妮最愛下雨天 維拉羅布斯(Cinta Villalobos)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00 不愛洗澡的里歐遇上鯊魚阿海 姆爾(Iris Muhl)文; 胡提曼(Daniela Rütimann)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17 巨人的派對 博利格(Max Bolliger)文; 潘塔格(Nele Palmtag)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24 伯特的床底有山羊! 蘿斯(Eva Roth)文; 亞特(Artem)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31 照顧我好嗎? 保利(Lorenz Pauli); 潔德莉伍絲(Miriam Zedelius)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79 我要自己敲開椰子! 傅里茲(Paolo Friz)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86 蘋果樹上的死神 莎樂爾(Kathrin Schär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293 啊!快跑! 史維哲(Suse Schweiz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309 老鼠寶寶歷險記 羅澤(Wiltrud Ros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316 跟著河鼠尋找幸福 保利(Lorenz Pauli)文; 莎樂爾(Kathrin Schärer)圖; 劉孟穎 譯 精裝 1

9789864270323 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 圖科夫斯基(Einar Turkowski)圖文; 谷宗怡譯 精裝 1

9789864270330 北極探險日記 波瓦(Sonja Bougaeva)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347 交換身分日記 潘塔格(Nele Palmtag)圖文; 谷宗怡譯 精裝 1

9789864270354 大腳怪 史邦(Monika Spang)文; 穆勒(Jörg Mühle)圖; 谷宗怡譯 精裝 1

9789864270361 阿浣過生日 考夫曼(Frank Kauffmann)文; 娜絲坦莉娃(Vanya Nastanlieva)圖;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0378 當狐狸向兔子道晚安 莎樂爾(Kathrin Schär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385 哈欠連連 史邦(Monika Spang)文; 波瓦(Sonja Bougaeva)圖;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392 昆蟲寶寶最溫馨的家 默勒(Anne Möller)圖文; 谷宗怡譯 精裝 1

9789864270408 打開心中那扇窗 菲舒茲(Anne-Gaëlle Féjoz)文; 托宏(Dani Torrent)圖; 嚴丞偉譯 精裝 1

9789864270415 邊界狂想曲 雷斯塔(Agnès de Lestrade)文; 多坎波(Valeria Docampo)圖;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0422 小紅心信封去旅行 弗雷澤(Catherine Fradier)圖文; 嚴丞偉譯 精裝 1

9789864270439 噓!不行說謊唷! 卡洛(Amélie Callot)圖文; 嚴丞偉譯 精裝 1

9789864270446 小小紙片星球 雷斯塔(Agnès de Lestrade)文; 科特羅(Charlotte Cottereau)圖; 游智瑩譯精裝 1



9789864270453 小瘋狗 奇督(Zidrou)文; 千伯特(Sébastien Chebret)圖; 游智瑩譯 精裝 1

9789864270460 十個小朋友跑哪去? 卡洛(Amélie Callot)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477 馬里歐的成長歷險 巴萊斯特拉(Simone Balestra)文; 德普(Antoine Déprez)圖;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0484 哇,有顆蘋果! 黑崧(Gwendoline Raisson)文; 阿布德-哲利(Ilheim Abdel-jelil)圖; 嚴丞偉譯精裝 1

9789864270491 瓢蟲運動會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游智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07 形狀滿天下 利茲洛.佛斯提格(Lizelot Versteeg)圖文; 江則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14 顏色滿天下 利茲洛.佛斯提格(Lizelot Versteeg)圖文; 江則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21 動物滿天下 利茲洛.佛斯提格(Lizelot Versteeg)圖文; 鄭邱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38 飛吧,毛利! 娜塔莉.琴塔(Natalie Quintart)文; 勞倫斯.德.凱密特(Laurence de Kemmeter)圖; 游智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45 柯比的恐龍 亞斯.詹森(Axel Janssens)圖.文; 陳奕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52 你擅長什麼？ 依兒娜.拉姆汀克(Ilona Lammertink)文; 露西.喬吉爾(Lucie Georger)圖; 張瑄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69 小鬼斯斯 希多.凡.荷納賀頓(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陳奕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76 悠閒的湖邊度假 弗倫斯.德卡特(Florence Ducatteau)文; 香緹.皮坦(Chantal Peten)圖; 游智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83 生日大驚喜 安.路坦(Ann Lootens)文; 林德.法斯(Linde Faas)圖; 鄭邱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590 開車去旅行 皮耶.溫德斯(Pierre Winters)文; 坦妮卡.麥林克(Tineke Meirink)圖; 張瑄譯精裝 1

9789864270606 火山爆發了 皮耶.溫德斯(Pierre Winters)文; 瑪戈.森登(Margot Senden)圖; 吳佩芩譯精裝 1

9789864270613 鯨魚大解密 芭芭拉.凡.瑞能(Barbara van Rheenen)圖文; 張瑄譯 精裝 1

9789864270620 一起去看戲 弗倫斯.德卡特(Florence Ducatteau)文; 香緹.皮坦(Chantal Peten)圖;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0637 博物館一日遊 弗倫斯.德卡特(Florence Ducatteau)文; 香緹.皮坦(Chantal Peten)圖;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0644 極地大探索 皮耶.溫德斯(Pierre Winters)文; 瑪戈.森登(Margot Senden)圖; 吳佩芩譯精裝 1

9789864270651 世界各地的孩子 萊納.奧利維耶(Reina Ollivier)文; 艾琳.凡.林登卉森(Eline van Lindenhuizen)圖; 吳佩芩譯精裝 1

9789864270668 天氣的秘密 蘇珊.勃舒威(Suzan Boshouwers)文; 瑪戈.森登(Margot Senden)圖; 江則均譯精裝 1

9789864270675 恐龍來了 約書亞.道格拉斯(Jozua Douglas)文; 芭芭拉.凡.瑞能(Barbara van Rheenen)圖; 陳奕如譯精裝 1

9789864270682 春夏秋冬 皮耶.溫德斯(Pierre Winters)文; 艾琳.凡.林登卉森(Eline van Lindehuizen)圖; 江則均譯精裝 1

9789864270699 醫院大搜查 奈緹.卡多文(Netty van Kaathoven)文; 瑪洛琳.杭德(Marjolein Hund)圖; 張瑄譯精裝 1

9789864270705 奇妙動物王國 約書亞.道格拉斯(Jozua Douglas)文; 露絲.雷伐根(Loes Riphagen)圖; 鄭邱方譯精裝 1

9789864270712 身體的奧秘 皮耶.溫德斯(Pierre Winters)文; 艾琳.凡.林登卉森(Eline van Lindenhuizen)圖; 溫星茹譯精裝 1

9789864270729 狗兒的世界 約書亞.道格拉斯(Jozua Douglas)文; 海琪.海曼特(Hiky Helmantel)圖; 谷宗怡譯精裝 1



9789864270736 星際歷險 皮耶.溫德斯(Pierre Winters)文; 瑪戈.森登(Margot Senden)圖; 溫星茹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8510 日中比較文化論叢 葉漢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558 日本語文学研究における「Ｓ字カーブ」への挑戦-論文予稿集賴振南, 黃瓊慧編 平裝 1

9789577868565 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た日本語単語親密度の調査陳相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572 音楽家江文也と日本 塚本善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589 中日口譯教學與數位教材開發之初探 盧月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596 提升實力日本語能力測驗N5文法 松室美年編著; 施姵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619 日本語の構文研究黄憲堂論文集 黃憲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633 給大專生的: 工商實用日語. II 王敏東, 黎立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640 私塾咸宜園の研究 林孟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671 日本崛起及其影響 黃頌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688 日本の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開発援助と直接投資 小山直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083 鏡. 3 應天華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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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0128 投資女王: 房產天使的獲利方程式 戴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135 瓶中兔 黃子明繪.文 精裝 1

9789869290142 中、高級日文教材 游夢月作 平裝 1

9789869290159 鼠類的文明: 藍云多多詩歌集 藍云多多作 平裝 1

9789869290166 中國同學會 周騰作 平裝 1

9789869290173 屋頂上的玻璃鞋 曹心維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致良



9789869290180 貓和狗為何結仇?: 民間故事雙胞胎 揚歌編著 平裝 1

9789869290197 請給我幾分鐘 梁德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518 字靈 吳奕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5127 iBT托福聽力完全攻略. 2013-2015 Hoyt Tillman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738 新多益閱讀模擬試題 Zack編題; 夏穎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745 全民英檢初級模擬試題 Zack編題; 葉士鋒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769 新TOEIC全真試題. 2015-2017 Jeff Santarlasci,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艷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776 新多益閱讀試題大全. 2015-2017 Michael Biddle, Robert Dicks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783 新多益黃金證書單字片語. 2015-2017 夏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790 新多益閱讀擬真題庫. 2015-2017 Allison Andrea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806 新TOEIC聽力題庫. 2015-2017 Allison Andrea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813 新TOEIC全真試題大全. 2015-2017 Robert Dicks, Michael Biddle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820 全民英檢中高級閱讀實戰. 2015-2017 True Black, 蘇豔文, Jonathan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837 全民英檢中高級試題全集. 2015-2017 Hoyt Tillman, Allen, Jonathan編題; 夏穎, 蔡宜臻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844 全民英檢初級試題精選. 2015-2017 Allen等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851 全民英檢中高級必考單字1234. 2015-2017 蘇豔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868 全民英檢中高級聽力精選. 2015-2017 True Black, Scott Webber編題; 王紀澤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875 新多益閱讀試題精選. 2015-2017 Allison Andrea編題; 夏穎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882 新多益閱讀題庫. 2015-2017 True Black等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9789865815912 iBT托福單字完全攻略. 2015-2017 白樺編著 平裝 1

9789865815929 iBT托福題庫. 2015-2017 Hoyt Tillman等編題; 蘇艷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936 iBT托福閱讀題庫. 2015-2017 Niphon Goodyear編題; 高地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943 iBT托福閱讀試題精選. 2015-2017 Niphon Goodyear編題; 高地題解 其他 1

9789865815950 新多益滿分題庫解析 Amelia Mahan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哈佛英語



9789865815967 新TOEIC黃金試題完全解析. 2015-2017 王晧璞題解; Allison Andrea編題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623 愛情馬拉松 上官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709 人魚不哭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716 我們不要相愛吧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3723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 1, 召喚獸內容與包裝不符可以退貨嗎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103 阡陌百回: 草屯鎮農會百年特刊 陳燕雪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447 男言之隱 黃致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305 櫃子設計超圖解 游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投縣草屯鎮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故事工場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原創



9789869301312 迷你咖啡店裝潢設計 SH美化家庭編輯部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1329 腰椎回正: 一招就有效的神奇自癒操 楊顯慧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806 我們的漢人老師 黃惠玲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813 What's this? by Jessie Huang, Kids of Xilin 1st ed. 精裝 1

9789869297820 A school in the zoo by Jessie Huang, Kids of Xilin 1st ed. 精裝 1

9789869297837 Where is mom? by Jessie Huang, Kids of Xilin 1st ed. 精裝 1

9789869297844 To the city by Jessie Huang, Kids of Xilin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1425 兩岸政府採購之政治經濟視角研究 李勝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432 中國大陸能源治理之研究(1993-2014): 以「和諧世界觀」為例洪嘉駿, 劉性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79 分立政府對立法生產力之影響: 以兩岸相關議題為例高翠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93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2014年: 邊疆研究論文集 中國邊政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802 慾望迷宮: 當代身體場域藝術五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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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看到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故事家文化工作室



9789573332107 怪物血族. 7, 黎明的光環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14 操縱彩虹的少年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21 九十九分的犯罪 土屋隆夫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38 審判 湯瑪斯.H..庫克(Thomas H. Cook)著; 葛窈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45 魔法學園. II, 赤銅手套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陳芙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52 同葬會 藤達利歐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69 轉念,與自己和解: 哈佛醫師心能量. 2 許瑞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183 三月裡的幸福餅 張小嫻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435 董氏奇穴按摩刮痧法 王敏, 石金芳, 王慧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442 動、靜功養生術 林清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459 養蘭賞蘭輕鬆上手 崔國永, 黃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656 培梅食譜 傅培梅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171670 培梅食譜 傅培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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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8060 天醫寶典 點穴神功 涂金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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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映威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品冠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851 稀世珍寶: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教誨薈萃 A.達瓦拉吉.穆達利爾(A. Devaraja Mudaliar)作; 蔡坤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875 公民不冷血: 新世紀臺灣公民行動事件簿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著; 管中祥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14882 光影游擊最前線: 華人獨立媒體觀察 王曉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899 豪哥的哲學課. 古希臘篇: 寫給全年齡的哲學入門故事集蒲世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149 國際禮儀 霍元娟, 孫詅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8972 如來之子: 踏上21公里外的生命地圖 釋覺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205 簡單的幸福 徐秀美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819 South China Sea lawfare: legal perspec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arbitration case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617 傳統詩藝: 詩學入門教材 陳俊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624 傳統詩聯才藝 陳俊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海智庫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宥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086 一個人的致富生活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4144 新手一定要懂的技術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75 5年後, 靠創業月入3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82 靠酒田戰法,每年穩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99 35歲投資房地產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00 無本創業,5年後賺到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17 李嘉誠給年輕人的16件禮物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24 38歲前,存ETF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48 新手一看就懂的活用會計學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55 下班後,成功者默默在做的35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62 成交勝經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79 從零開始,5年內存100萬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686 創業家默默在學的40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016 無心插柳柳成蔭 凝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754 原來老鼠: 宗教易生病,個人要小心 王荷共鳴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51761 Go to Long Stay!宜蘭.逢春園度假別墅 季子弘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茉莉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319 商務科技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摘要集. 2016第九屆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687 塞尚密碼 尤昭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694 讓自己活到100歲也不會失智的方法 白澤卓二著; 郭欣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805 (新譯)無賴太宰治生而為人的浪漫: 收錄最青春熱血的等6篇小小說太宰治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812 (新譯)文學鬼才芥川龍之介瞅人性: 嚴選10篇令人不安的離奇古怪小小說芥川龍之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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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2007 All of Us Reader 1C: Friends of the Rainforest McGraw-Hill School Education[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3412014 All of Us Reader 1B: The Many Colors of Carnival McGraw-Hill School Education[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3412021 All of Us Reader 1A: A Surprise for Jennifer McGraw-Hill School Education[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3412243 財務管理 Richard A. Brealey, Stewart C. Myers, Alan J. Marcus作; 方國榮編譯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412410 講重點商務溝通: 從構思到報告面面俱到的英文寫作指南卡特.丹尼爾(Carter Daniel)作; 陳中寬譯 其他 1

9789863412427 永不退潮: 從小店員到時尚精品CEO 馬克.韋伯(Mark Weber)作; 陳中寬譯 其他 1

9789863412434 長線獲利之道: 散戶投資正典 傑諾米.席格爾(Jeremy J. Siegel)原著; 吳書榆譯 其他 1

9789863412441 翻轉吧醫院: 高效能協同醫療模式打造4贏照護體系托比.寇斯葛洛夫(Toby Cosgrove)著; 曹嬿恆譯 其他 1

9789863412458 技術分析全解: 剖析135種技術分析工具: 強化投資Sense,掌握市價波動史帝芬.阿凱利斯(Steven B. Achelis)作; 陳昌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472 關鍵開場: 不魯蛇的溫拿人心破冰術 梅芮兒.盧尼昂(Meryl Runion), 黛安.溫丁蘭(Diane Windingland)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489 點擊成金: Google關鍵字行銷 裴瑞.馬歇爾(Perry Marshall), 布萊恩.陶德(Bryan Todd), 麥克.羅茲(Mike Rhodes)作; 黃貝玲譯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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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商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9789863412496 滬深300指數投資中國之關鍵策略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502 小資玩期貨: CTA基金創造絕對報酬 劉宗聖, 黃昭棠, 譚士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519 全球債券ETF投資實務與應用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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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2557 新東協.新思路: 啟動未來經濟引擎的關鍵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陳就學(Hermawan Kartajaya), 許丁宦(Hooi Den Huan)著; 任立中, 曾光華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779 深坑旅行地圖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86 猴硐旅行地圖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93 記念臺灣寫真帖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04 瀛海偕亡記 洪棄生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11 臺灣八日記 俞明震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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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4502 東方文化學刊. 第三期, 反覆重鑄的傳說 胡又天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54519 東方文化學刊. 第一期, 同人于東方之野 胡又天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54526 東方文化學刊. 第二期, 歌聖與歌詞之道 胡又天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362 歐亞區域整合之比較研究: 中國大陸的認知與因應郭武平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6109393 俄羅斯的政治發展 郭武平著 平裝 1

9789866109409 南華大學創校二十週年專輯: 南華加冠 雙十飛揚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恆萃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157 勝卷在握!數學三級挑戰評量. 六年級 徐雲鳳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045171 國中會考增強數學123. 一上 曾強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7045188 揚績得分王: 國中數學講義. 國三下 沈俊青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103 管好身後事有「法」寶: 善用法律、做好身後財產規劃魏妁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2584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2591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2607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2577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2942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2959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2966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2973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055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062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079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086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建智知識管理



9789863523123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130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147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154 蒼穹變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222 新本穿梭時空三千年 蘇逸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246 弘一大師的16堂課 羅金著 平裝 1

9789863523253 衛斯理傳奇之原子空間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390 衛斯理傳奇之星環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406 咖啡館裏遇見尼采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444 穿上龍袍做皇帝 劉樂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451 臺灣報業: 歷史、現狀和展望 陳致中著 平裝 1

9789863523468 共產帝國的隕落 許行著 平裝 1

9789863523475 百年中國 民主滄桑 許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502 路邊野餐 畢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00 因為有太陽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815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0六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發堂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5

前景娛樂



9789869165822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民國一0六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370 故宮100選皇帝の至宝 林正儀總編輯; 遠藤壽美子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57387 遇見新故宮 林正儀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802 練習坐,找到心 堪布噶瑪拉布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819 一生所衷: 銘記心中的教言 堪千創古仁波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766 大陸高校升學指南. 2016 臺灣立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1697 愛的翻譯者: 家族治療個案故事 陳厚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703 承繼與開展: 朱駿聲<>詞義研究 劉雅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741 魔神仔 何元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543 凝視: 鄭烱明詩集 鄭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550 笠之風華: 創社50週年<>特展 鄭炯明主編 平裝 1

9789865798598 旅途: 臺語歌謠創作曲集 曾貴海作詞; 陳武雄作曲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98611 石柱集: 第三世界詩歌的譯介與欣賞 莫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28 瑞典與丹麥 莫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35 詩鄉情韻 楠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42 農業.土地 六堆的未來: 六堆產業論壇.2015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59 手記. 2014-2015: 江自得詩集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66 桃李詠春風: 林明美女士紀念集 鄭春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73 李喬戲劇集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80 臺籍老兵血淚故事. 第二冊. 原民篇 杜正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697 大樹的辦桌 梁明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98727 日僑漢詩叢談. 第五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725 廟算: 商界中的頂尖高手都會研析的教戰守則 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28732 倍增你的職場薪實力 陳致瑋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4247 超實用絲巾、圍巾繫法百變創意 Beauty salo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致鼎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102 Global English單字手冊 王福祥等編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7119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其他 2

9789865627133 Global English單字手冊 王福祥等編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7164 服務業管理暨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第十三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157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04學年度 黃嘉雄, 黃惠慈, 陳素連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420 印刷概論: 印刷實務與圖文整合(教習版) 潘東波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7887 史明回憶錄: 追求理想不回頭 史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900 臺灣二.二八大慘案: 華北輿論集 許毓良校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17 七字仔詩細說臺灣史 許極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24 濁水長流: 濁水溪社十週年紀念專書 濁水溪社編輯小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55 回眸與追求: 傳承不熄的暗夜微光 共生音樂節論述組x海嶼暗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79 刺蔣,鎮山: 一位海外臺獨運動者的行為與見聞 張欽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86 自願為奴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Etienne de La Boetie)作; 孫有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93 奇美博物館: 幸福夢想 曹欽榮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13 自然音聲 陳玉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284 諾巴迪合唱曲集 林銀森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3291 連信道合唱曲集. 1 連信道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900 吉他視譜系列. 初階 柯懿芳, 柯懿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537 親親幸福手學習圖畫書 AKASH阿喀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537 親親幸福手學習圖畫書 AKASH阿喀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165 快腿兒的早餐 沙漠文; 趙國宗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5172 鳥兒的嘴 莊永泓, 麥嫣寶文; 劉伯樂插圖 再版 平裝 1

9789861615189 海豚 信誼基金出版社,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226 幼幼小書 陳志賢文.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615233 四季好蔬菜 信誼基金出版社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240 圓圓的小瓢蟲 信誼基金出版社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363 豆丁要回家 黃麗麗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370 公主怎麼挖鼻屎? 李卓穎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387 小桃妹 江明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394 啟動孩子的大腦: 做孩子腦力發展的好幫手 洪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400 遊戲與閱讀: 最符合孩子需求的學習方法 洪蘭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潮音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美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8142 拾肆 梁君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006 韋啟義油畫選輯. 2016 韋啟義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01593 New here we go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09 Happy animals Joy Shyu[作]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16 Mindy the mouse Joy Shyu[作]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23 The magic garden Joy Shyu[作]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30 Adam's ten stars Joy Shyu[作]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47 A loving family Joy Shyu[作]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54 Night Party Joy Shyu[作]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61 New here we go pon pon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78 New here we go Di Di 1st ed. 平裝 2

9789867801685 ABCs & Sounds Joy Silver[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2

9789867801692 ABCs & Sounds Joy Silver[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2

9789867801708 ABCs & Sounds Joy Silver[作] 1st ed. 平裝 第5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樂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4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品墨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洛德國際實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421 芳香精油塔羅 朱玫菁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1240 容易瞭解的國中英文法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2520 全方位高中學測物理總複習 廖大淵, 許華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039 高中學測化學TOPIC33 陳紀全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145 大學入試高中學測數學超速度記憶 梁順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152 大學入試高中學測地球科學超速度記憶 張棋清編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3169 英文閱讀.克漏字測驗精析 蔡方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243176 高中英文重要字彙速攻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183 高中英文指考模擬速攻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190 高中英文重要成語速攻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06 高中英文重要句型速攻 歐立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13 歷屆指考數學乙試題歸納解析 梁順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20 大學入試高中英文閱讀測驗速攻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37 大學入試高中英文文意選填速攻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44 大學入試高中英文篇章結構速攻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51 大學入試高中英文詞彙.克漏字速攻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68 大學入試高中英文寫作能力速攻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807 K2峰: 天堂之門與雪巴人的故事 彼得.祖克曼(Peter Zuckerman), 阿曼達.帕多安(Amanda Padoan)著; 易思婷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紅樹林出版

姿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9205 CF_建.足.跡.事 曾秋鳳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4781 大圓滿禪定休息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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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9799 靈異小偵探. 1, 新家的詛咒 陳景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2421 末裔之書 橙子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2520 梭哈人生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著; 江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544 大內傲嬌學生會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643 成長駭客: 矽谷也渴求的新世代人才,用最低甚至零成本的創意技術,讓公司的用戶數量與收入翻倍范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650 我是微商: 從部落格、FB 、Line@到微信,向自媒體大師學習月入兩百萬的網路銷售術徐東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698 神明,魔法師,與被詛咒的我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704 幽明錄 沐九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711 早安,幽靈小姐 水果布丁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2759 替這個殘酷世界給你一記溫柔耳光 小川叔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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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築情報季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懷瑾文化



9789863612766 愛,不是找到喜歡的人,而是接受不完美的他 何權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2810 窗影物語: 兄弟與幽靈房客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2865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729 與沙士比亞同行: 著述、演繹、生活 梁文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36 動物也瘋狂: 動物精神創傷與復元的故事 蘿瑞兒.布雷特曼(Laurel Braitman)著; 蘇文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08 僧伽吒經 (元魏)月婆首那譯; 白馬石經書苑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660 孔明大易神數 鮮于文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33677 周易聖斷 鮮于文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148 錢坤大挪移 羅文榤作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興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鮮于文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文榤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永卿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68 提升員工敬業度: 醫院領導人的智慧 劉興寬, 李文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868 提升員工敬業度: 醫院領導人的智慧 劉興寬, 李文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119 藝海遊蹤六十年: 史新年作品選集 史新年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855 士林官邸 林啟生, 郭文貞, 許宛柔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4335855 士林官邸 林啟生, 郭文貞, 許宛柔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331 六壬擂臺 陳添賜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98 橄欖球力與美. 2015 葉永利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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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永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國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啟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添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史新年



9789574335213 要笑一百 廖國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331 跡痕: 跨世紀藝術教育實踐者: 豐采印記 賴麗雯, 王珮蘭, 王淑芬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578 北美藝術家聯展. 2016: 遷徙 劉長富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00 緊縛.少女 Kinbaku shojo Maya Mai, +Ruru, +Franco Wang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1000 緊縛.少女 Kinbaku shojo Maya Mai, +Ruru, +Franco Wang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232 社會學 張平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863 企業研究方法 吳萬益著 五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萬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志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平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榮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長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390 楞嚴新粹 果煜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8390 楞嚴新粹 果煜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049 從勞動基準法裁判學法律 張清滄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687 中華藝術集錦. 第四集 邵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694 中華藝術集錦. 第五集 邵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954 中華藝術集錦. 第六集 邵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182 雕龍手帖: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五 蓋蕙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15 華西書卷: 花師人華西情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33295 志工手札2015隨筆: 筆桿槍桿交會的星火 張博智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蓋蕙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邵德榮

送存冊數共計：1

果煜法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38 桃姐的山城歲月 范美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848 聽與講: 給聽眾和講道者的講道學理和實務分析李秀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6848 聽與講: 給聽眾和講道者的講道學理和實務分析李秀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61 大道vs大象: 紀向畫集 紀向作 平裝 1

9789574334261 大道vs大象: 紀向畫集 紀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577 活出心中の彩虹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571 曹容書法集 連勝彥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先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紀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旭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秀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442 臺南水交社眷村風華史 郭堯山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070 正信與迷信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32 吳婉宜作品升等: 參考作創作論述暨作品集. 2008-2015吳婉宜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33349 吳婉宜作品升等: 參考作創作論述暨作品集. 2010-2015吳婉宜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732 我的信仰自述 蕭崑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175 典藏德明歲月五十年 袁紹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蕭崑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袁紹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婉宜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堯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193 仁心仁術短篇小說集 陳文榮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71 孤星血影劍 藍訢衡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50 初級日語觀光情境 王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90 愛之光: 獻給母親的詩心琴韻 林秋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196 漢語大師. Book 5 戚其璇, 王育梅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75 孤獨與自然 王嘉驥主編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國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秋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訢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2978 Lace puzzle by Miki Green, Guo Yu-Ling, Kuo Mei-Hui 平裝 1

9789574328987 Wonderful lace by Miki Gree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369 資本額登記及查核解析增補篇 張德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67 話寂寞攝影文誌 Shirn Hu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20 上安.上水: 鄭炳煌x鄭月珠「情牽上安」寫生集 鄭炳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4520 上安.上水: 鄭炳煌x鄭月珠「情牽上安」寫生集 鄭炳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239 藍白黑.人 曾秋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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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n Hua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炳煌

送存冊數共計：2

Miki Gree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德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185 新民事訴訟法. I 駱永家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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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9199 子母扣.繫緊緊 陳雙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13 謝宗興寫生創作專輯. 四, 媽祖文化、人物油畫素描、靜物、風景、寫生小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430 切換式電源轉換器: 原理與實用設計技術(實例設計導向)吳義利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110 珍妮佛說書紅樓夢vs占星漫談 珍妮佛編著 一版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珍妮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宗興(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義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名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雙令

駱永家



9789574334513 珍妮佛專題占星教學: 靈魂、輪迴、業力、願力vs個人星圖靈性意義的開展珍妮佛作 一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39 紀乃石書法篆刻 紀乃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892 影視故事類型模式 吳文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14 散文詩選. 第二集 金一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22 走過中風復健路 林嘉相, 林靜宜, 陳俊欽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25 徐妍蓁 徐妍蓁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靜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妍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一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紀乃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46 鋼琴遊戲創意教學: 鋼琴即興練習曲 徐智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67 正畸學 林锦荣等合著; 鄭鋒主譯 其他 第三冊 1

9789574334919 正畸學(簡體字版) 張慧男與尤金.羅伯茲(W. Eugene Roberts)等著 其他 第四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83 天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第四冊, 百篇精選 潘德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961 張國華繪畫行者劄記選輯. 2009-2013 張國華作 平裝 1

9789574324507 張國華繪畫行者劄記選輯. 2014-2015 張國華作 平裝 1

9789574327966 深耕嘉義: 張國華水彩作品特展畫集: 201506-201509繪畫行者劄記選輯. 3張國華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478 租稅法 吳嘉勳編著 36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吳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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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德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華(南投縣)

徐智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hris Chang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951 A study on Ezra P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studiesKeng-hsiung Che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44 國考心理學歷屆試題詳解聖經版 陳克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61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第四輯宋重志等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62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第五輯宋重志等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63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平板滑滑樂研習社」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王惠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646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健康飲食樂學團」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許秀如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65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活的健康.活的快樂」教學實施計畫謝麗卿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684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阿公阿嬤來說繪本-有樹真好」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陳麗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3691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戲劇成長研習社」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楊淑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3714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戲劇成長研習社」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蕭月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21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元氣養健自主學習團」自主學習團體運作規劃書許秀如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3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居家安.樂活學」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曾秀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45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迴轉自如樂齡社」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翁碧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52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手機樂活行-滑出生命的活力」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李佩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69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舊愛童玩」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宋重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76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懷舊古早味」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林秀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378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樂齡生活美學社」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簡素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克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重志

陳耿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94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4391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4650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5794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5862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6487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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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4256 歐盟整合困境中德國經濟逆勢成長之研究 李櫻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041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進階手冊2.0版 潘慧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59 即興八九 李再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059 即興八九 李再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恆思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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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再鈐

送存冊數共計：15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李櫻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656 P.S. 143,7 恆思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2663 殘缺 恆思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2670 雨過天晴 恆思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73 藝境山川: 江麗香現代水墨創作集 江麗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33 技職典範: 常青會之見證 常青會, 林榮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205 醫治記憶 謝秋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80 If I Were...(2004年版) Karissa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33097 If I Were...(2007年版) Brandon Huang[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徐善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泰(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秋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王泰惠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896 徐氏字形輸入法 徐善發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69 消失 周其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51 會靈山 日月星虹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95 Detoxification medicine Lochunpeng[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76 如歌行 李淑容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809 南海諸島故事館 林廷輝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2809 南海諸島故事館 林廷輝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俊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淑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福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月星虹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30 職業安全衛生通識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614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計算題解析林怡劭,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606 基礎英文文法: 動詞時態篇 吳宜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835 Happy the opportunist by Olina Wu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989 西廂記 埔里鎮宏仁國中第十屆編輯小組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4989 西廂記 埔里鎮宏仁國中第十屆編輯小組整理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365 MBA的行銷九論 曾義明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春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曾義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宜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佩珊(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姚俊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471 臺灣好韻初編: 樂齡與家庭教育教材(真好聽兮臺語佮毛筆字)鄭德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39 尋根: 石首-我的故鄉 胡遐榮, 蔡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718 拾遺 胡遐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1568 曇花一現 吳文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808 第一本天使書 卡米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990 大風起兮 方允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允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文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米兒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德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遐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362 色慾「萬花筒」 官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416 手帳任務 印傻子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11 誰.鳥.擬: 高甄斈作品集 高甄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560 我畫故我在: QQ的奇異世界 張棨珺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652 一狗二馬在路上: 單車華夏兩年,探玩天地情趣 奧馬著 平裝 1

9789574327652 一狗二馬在路上: 單車華夏兩年,探玩天地情趣 奧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182 一點又一點.奇妙的對仗: 同聲部及二聲部合唱曲集潘姝君詞曲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潘姝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敏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志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傻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甄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744 印象高廠: 陳淑華彩墨畫集. 三 陳淑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048 李淑惠作品集. 雕塑 繪畫 版畫 李淑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847 誕降師. 第肆卷, 深仇 李穆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854 誕降師. 第伍卷, 殺神 李穆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60 開到荼蘼花事了: 庚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4087 開到荼蘼花事了: 辛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4841 開到荼蘼花事了: 壬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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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8482 愛美麗華語 愛美麗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詩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淑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偉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淑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229 心得饗宴 王益宏文; 王李淑純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362 Free Easy Mind in Conflicts.Loss.Stress Sung Yee Poon[作] Kindle Edition 其他 1

9789574330355 Millennium Charm Conflicts. Dislocation. Loss Sung Yee Poon[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489 一粟夢迴記 朱全性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601 危機談判 張文瑞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694 如果我想吹口哨 謝曉昀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曉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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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定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文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益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ung Yee Poon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786 王長真書灋選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922 賣鬼記 劉慧梅作; 劉怡真譯; 陳韻至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984 巴哈六首大提琴無伴奏吉他版本 黃淵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99 出雲詩詞集 林敬堯編撰 初版 平裝 第1集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065 精彩人生: 分享傑出人物的智慧與經驗 邱兆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324 林則徐看見的世界: <>的原文與譯文 蘇精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斯福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敬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邱兆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慧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淵泉

王長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001 五彩.繽紛: 臺灣田野美學 五福臨門作品集 張元禎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84 祖蔭遺蹤: 臺灣鍾集章家族尋根 鍾道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77 天堂的門在地獄的那條路上 泰維思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676 林美智創作集. 1972-2015 陳純貞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720 一相一味: 邱瓊暖個展畫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連水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金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瓊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道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宇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蒼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775 連水生書畫選集 連水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812 李王齋橅祭姪文 林勝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928 恩寵的女兒. 續集 陳安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980 陽羨砂壺選粹: 康晨齋紫砂藏品集 范君如主編 精裝 1

9789574330997 荊溪砂壺選粹: 康晨齋紫砂藏品集 范君如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86 此曾在 王明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93 烈嶼陵水風華: 上庫吳家成長淬煉故事暨烈嶼鄉人物點將錄呂允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明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連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頌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君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王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291 社造與文創動能之實務析論 黃鼎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390 魔法Do Re Mi. 一, 幼兒音樂潛能開發系列 呂瑞玲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1444 魔法Do Re Mi. 二, 幼兒音樂潛能開發系列 呂瑞玲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512 墨之情 韻之味: 臧貴義書法展專輯 臧貴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710 方舟轉生術 翁梁源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82 完美生活寶典 廖有燦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有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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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貴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梁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鼎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瑞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840 運用多元化融入學習之專案管理創意實務教學: 教學實務報告蔡政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18 「文化內容」加值規劃設計技術創新與應用技術報告書盧圓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50 貿易金融與信用狀實務 楊培塔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465 淺談自我決定理論與英語學習的關係 江瑞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496 玩黏土學注音符號 余富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496 玩黏土學注音符號 余富美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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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培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瑞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富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圓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培塔

蔡政宏



9789574332502 葉培棟畫集 葉培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53 創業千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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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2533 軍中鎖憶 陳星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86 張國徵水彩創作 張國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93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黃怡琪手鈔本黃怡琪鈔經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08 三國好無雙 決明2.0 平裝 1

9789574332915 繡情娘 決明2.0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棃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星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小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46 聲形字彙 石長豐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22 鴻爪集: 洪燦楠撰述選輯 洪燦楠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35 佛緣畫禪機: 溦語大悲咒意法相漫舞雧 林溦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66 劉明凱篆刻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103 分鏡動起來!: 給初學者的指南! 黃道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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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韻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Oldboy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意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明凱

送存冊數共計：2

石長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燦楠



9789574333240 半途風景 Oldboy[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57 拾穗: 張雲雀七十書畫集 張雲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63 骨傷整復 鄭俊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56 臺灣真美 陳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585 臺灣蝴蝶手繪辨識圖鑑 陳昭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592 餘人 林季鋼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彩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雅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昭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黎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俊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608 繁華盛開: 聶蕙雲的工筆繪畫 聶蕙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790 精神分裂憂鬱症感情是小尺度的萬有引力,暗物質運動雙相對論: 受父槍擊自悟內功打通任督二脈,親身破解精神分裂創傷憂鬱症感情萬有引力是同一原理,印證愛因斯坦統一場論賴宣帆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33806 精神分裂憂鬱症感情是小尺度的萬有引力,暗物質運動雙相對論: 受父槍擊自悟內功打通任督二脈,親身破解精神分裂創傷憂鬱症感情萬有引力是同一原理,印證愛因斯坦統一場論賴宣帆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13 建構新人作業訓練與品質管制模式之研究 黃建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37 盛宴攝影集 黃聖雄詩詞; 林明唐攝影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82 說到做到 沈坤照: 從一卡皮箱到整座文具王國 朱怡婷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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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法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明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坤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宣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建榮

聶蕙雲



9789574333998 菩提心影. 一 釋法湛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162 歌劇舞臺設計創作報告 蔡秀錦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100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酒吧街」的風華歷史 蘇錦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16 山野教育、保護區與世界遺產 吳俊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4223 山野教育與山岳旅遊 吳夢翔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47 交通事故處理實務Q&A 姜運示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15 奇妙臺語. 二 吳萬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姜運示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萬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信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建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秀錦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77 懸隅: 建築懸隅的造樣與裝飾 王慶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84 終身學習快樂活到老: 元成機械創辦人劉清三的故事劉清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4384 終身學習快樂活到老: 元成機械創辦人劉清三的故事劉清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46 艷陽夏日的盡頭 邵易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4346 艷陽夏日的盡頭 邵易謹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60 學道明理集(善經、道德經、自在心經) 魏吉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52 國際投資法: 實體保障標準演進之研究 許慧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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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易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魏吉雄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慶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清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490 含情墨墨: 王朝發水墨作品.創作專輯 王虹文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68 打油詩賞識 彭利雲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59 氣數 溫智杰編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4766 天意 溫智杰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810 謝雪華油畫專輯 謝雪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02 仰觀宇宙: 牙醫師之書法探索: 朱觀宇書法展 朱觀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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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明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雪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觀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素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溫智杰

王朝發



9789574334933 A palette of music: four stylistically Distinct works for violin and piano by Mozart, Brahms, Chavez and Faure杜明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95 華語.臺語對照詞典 王華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53 吉爾戈曼什 幾何編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91 萬壽無疆 賴宗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5091 萬壽無疆 賴宗煙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44 電腦數學學習軟體的補救學習對中年級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童成效之研究陳俊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251 學障生的朗讀與識字 陳俊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312 學障生的朗讀與意義化識字: 翰林版國小國語課本生字. 4上陳俊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5350 特優國小教案: 讓你班上孩子愛上每天運動30分鐘蔡宜蓁, 陳俊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473 讀經、獨輪車和科學探究 陳俊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688 泛黃的實習老師教學見習檔案 陳俊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5817 國小健康體位創意教學設計: 運動三十分,熱量我不怕!蔡宜蓁, 陳俊任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俊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愛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美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華南



9789574335831 電腦數學學習軟體與數學學習手冊學習對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童成效之研究陳俊任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68 樓斐心書多寶佛塔碑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275 教育經營與管理隨筆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305 教育經營與管理隨筆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5367 教育經營與管理手札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404 學校權力與政治行為之文獻探討研究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5411 我的實習週記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5428 性別平等融入教科書教學活動設計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5435 教育經營與管理手札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35459 我的實習週記: 一個師院生的實習歷程 朱平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03 Q技術實作範例手冊 朱平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701 Q技術實作範例手冊 朱平瑜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40 空心世界: hollow earth插漫集 曾俊諺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平瑜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曾俊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樓斐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012 Tibet diary: missing. 1 蘇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8081 現代水墨傳教士的聖經: 劉國松版畫作品集 劉素玉主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58098 現代水墨五重奏 劉秦玉, 孔鳴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1198 金門山后民俗村民宅裝飾之研究 劉淑音著 初 平裝 1

9789863071204 窗外煙花窗內雨 蘇飛雅著 平裝 1

9789863071211 金門民宅脊墜裝飾的類型與構圖 劉淑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388 有了夢想,然後呢? 陳慧潔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34395 給我十萬個靈魂 連加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11604 晚餐後,幸福的數學時光 梁淑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34357 我為什麼離開維多利亞的秘密: 一位天使超模的赤裸告白凱莉.比蘇蒂作; 陳敬旻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3853 保肝營養飲食全書: 日本專業肝臟團隊打造修護&提升肝功能的健康飲食渡邊純夫, 渡邊威仁監修;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士文化藝術



9789865853952 癮咖啡研究室 張金堅, 蔡崇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90 初斷食: 淨化身體,啟動最全面的自癒力 陳立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05 減壓、抗憂 樂活飲食: 遠離憂鬱症,營養照護全書渡部芳德, 野口律奈監修; 楊佩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12 失能安全照護全書 郭外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3849 月族. 4, 月球白雪公主 瑪麗莎.邁爾(Marissa Meyer)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856 聖誕的魔法城. 2, 深海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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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5629 名方再世: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黃金富總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475 GEPT.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703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測驗: SHARP試題 林揮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585 登瀛雅韻 許賽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紙文物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核心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254 閩南語. 1下: 國民中學閩南語. 第2冊(臺羅版) 李勤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75261 閩南語. 2下: 國民中學閩南語. 第4冊(臺羅版) 李勤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075278 閩南語. 1下: 國民中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2冊(臺羅版)李勤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285 閩南語. 2下: 國民中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第4冊(臺羅版)李勤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292 閩南語. 6上: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11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2593 小說家的休日時光 三島由紀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16 金翅雀 唐娜.塔特(Donna Tartt)著; 劉曉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678 野炊萬能荷蘭鍋: 烤、燉、蒸、煮、炸、燻,簡單又快速,一鍋輕鬆搞定,享受露營野炊樂趣月刊GARRRV編輯部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52 倫敦，邊走邊畫 傑森.布魯克斯著; 賴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69 好蛋 珍諾薇芙.泰勒(Genevieve Taylor)著; 何修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83 封口 坂東真砂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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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86220 天地大美 蕭博中總編輯 精裝 2

9789869219020 Hong Ling 蕭博中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0359 化學 Leo J. Malone, Theodore Dolter原著; 顏志超, 李其融編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索卡當代藝術

真平企業



9789864129997 文學與生活: 閱讀與書寫 王晴慧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373 計算機概論 李官陵, 彭勝龍, 羅壽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410 普通化學實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化學實驗教學委員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0427 普通物理實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0434 普通物理實驗報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0441 最佳停止法則研究 葉紫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458 點閱菁華: 中文閱讀、思維、寫作 曾德宜, 劉香蘭, 盧景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465 基礎日本語 劉姬芳, 高子原, 張雅棻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780472 工程數學精要 羅文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0489 景文經典文選 張靜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496 中文閱讀與寫作 陳佳穗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502 實驗設計與分析 Douglas C. Montgomery原著; 黎正中, 唐麗英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519 歷史: 海峽兩岸的分與合 朱紹俊, 董立夫, 林建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526 空氣污染與控制 陳維新, 江金龍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0533 財務管理導論 李宏志,賴秀卿, 劉祐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0540 環境.人.生活 盧昭彰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780557 普通化學實驗 中原大學化學系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780564 歷史通論 王遠嘉, 徐暄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571 普通化學實驗 王萬拱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588 新編材料力學 陳釘煙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595 物件導向Java程式設計與雲端應用 許志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601 汐止的老契約文書與舊照片: 姚添進收藏 蕭雅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618 材料科學與工程導論 William D. Calliste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林貞君, 林旻澐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0625 大學控制系統實驗 李振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632 化工單元操作. 四, 粉粒體技術概論 呂維明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80656 微積分精要 葉紫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663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3780670 工業配電 譚旦旭, 曾國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0687 中文沙龍書寫集 蔡明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694 精品咖啡概論 林筠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612 樂活人生: 幸福的12道處方 凱瑟琳.肯特羅夫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6181 走出紛亂,跟隨耶穌 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M Solomon)著; 林淑真, 林佩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146198 靠福音天天出死入生: 向自己傳福音的31個理由米爾頓.文生(Milton Vincent)著; 方美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2070 高中歷史學習講堂 莊德仁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407 穢跡金剛念誦次第別行立 玄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9407 穢跡金剛念誦次第別行立 玄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9407 穢跡金剛念誦次第別行立 玄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9414 穢跡金剛念誦次第 釋玄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9414 穢跡金剛念誦次第 釋玄桑編著 初版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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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光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時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203 走讀一新 彭國棟, 邱美蘭, 林宥岑撰文.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1874 飄翎故事 伍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4065 いつもきみと 田中伸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4096 城南舊事: 惠安館的小桂子 林海音文; 關維興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4102 城南舊事: 驢打滾兒: 爸爸的花兒落了 林海音文; 關維興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4119 城南舊事: 我們看海去: 蘭姨娘 林海音文; 關維興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4447 可怕小兔最搞怪 約翰席斯卡, 麥克巴內特文; 馬修邁爾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5772 小鱷魚,最怕水 蓋瑪梅利諾文.圖; 王彥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090 爺爺奶奶家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潘人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106 認識新朋友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潘人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113 小熊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潘人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120 熊爸爸回家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潘人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137 給小熊的吻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潘人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168 門牌的祕密 莫里斯桑達克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175 什麼是設計? 王艾莉文; 陳宛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6182 WORK BOOK什麼是設計? 王艾莉文; 陳宛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6199 卡門 梅里美原著; 厄迪亞斯圖; 張儷蓉譯寫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6

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1896205 睡美人 普羅爾特原著; 吉恩盧卡圖; 張玲玲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12 蝴蝶夫人 貝拉斯可原著; 芳柯瓦圖; 董霈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29 魔彈射手 德國民間故事原著; 卡思特提斯圖; 林世仁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36 魔笛 席卡內德原著; 白蒂莉亞圖; 程文宗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43 火鳥 俄羅斯民間故事原著; 伊莎貝爾圖; 劉思源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50 萊茵河的黃金 德國民間敘事詩原著; 塔塔尼可夫圖; 黃筱茵譯寫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67 塞爾維亞理髮師 波馬謝原著; 安潔蕾蒂圖; 郭雪貞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74 彼得與狼 普羅高菲夫原著; 羅森菲特圖; 郭恩惠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281 天鵝湖 歐洲民間故事原著; 卡洛斯寧圖; 張儷蓉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311 爸爸,我自己做到了! 麗池克萊姆文.圖; 連悅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328 不要把手伸進鼻孔裡! 夏爾拉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6335 醫生你好! 艾可菲文; 馬修莫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342 爸爸有一千隻手 卡拉斯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359 保護者海克特與當我越過海洋 鵝媽媽童謠原文; 莫里斯桑達克繪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397 小猴查理 班瑞德里屈圖.文; 熊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03 恐龍大搜查 李易林文; 胡耶爾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10 愛麗絲夢遊仙境 卡洛爾原著; 安東尼布朗繪圖; 劉思源譯寫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6427 走在夢路上 刀根里衣文.圖; 熊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34 123,翻一翻 郝廣才文; 林蔚婷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41 尿床王子 居迪樂文; 克羅德杜柏圖; 李易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65 花開了 石川浩二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72 別擔心,我保護你! 馬克史柏林文; 萊恩馬洛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89 蛋孵出來了! 石川浩二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496 一塊一塊來 朱里安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502 河流之歌 亞歷山卓.桑納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519 不怕,我自己去! 梅特梅爾文; 克羅德杜柏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533 獅子與鳥 瑪麗安杜布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540 野蠻遊戲 安東尼布朗文.圖, 黃鈺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6557 小熊奇兵 安東尼布朗文.圖, 黃鈺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6571 童話精靈 王家珍文; 王家珠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6116 臺大心.外文情 王敏昌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116 臺大心.外文情 王敏昌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6597 色慾 十二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03 君許諾,傾三生 時起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6665 紅色犯罪師. 1, 幽靈迷蹤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72 闇夜使者的誘惑 凱瑞琳.施柏克(Kerrelyn Spark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89 花漾魔尊. 2, 冷面魔尊猛放電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96 頭號拐妻老公 黑田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02 撞見白馬王子 洪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19 二少之超強魅力 冬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26 寵壞純情妻 春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33 搞亂大BOSS的生活 云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40 最佳豪門女主角 子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57 絕對零度二部曲. 3, 懸棺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64 女神養成記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66771 女神養成記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66788 花漾魔尊. 3, 魔尊快來救救我!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795 伊本無淚. 1, 莊草包是我的強項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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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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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10061 亞洲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061 亞洲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108 葡萄酒,你喝了嗎?跟著達人學品酒 周寶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146 圖解N5文法一本通,絕對PASS 潘東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10146 圖解N5文法一本通,絕對PASS 潘東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10177 寶石101問: 我的第一本珠寶書 陸啟萍, 杜雨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177 寶石101問: 我的第一本珠寶書 陸啟萍, 杜雨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351 天使的鬼臉: 妥瑞氏症、亞斯伯格症、強迫症、巴金森氏症的中醫治療林寶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0375 輕鬆學好高中數學 洪鋕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399 別認命!不用花錢,自己算出紫微斗數流年運勢 善存老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399 別認命!不用花錢,自己算出紫微斗數流年運勢 善存老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405 看新聞輕鬆學法律. 1 王泓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412 房屋買賣DIY 陳坤涵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10436 財經法: 新商戰紀元. 2016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498 濕地小戰士 郭朵蒂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10504 圖解東大生考試必勝技 東大家庭教師友之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566 日檢N4,N5合格文法完全學會 潘東正著 三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唐門國際藝術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162 流光心影. I, 島嶼歲月 曉雲法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978 易經哲學講義: 中華民國軍旗沿革 黃振華撰 平裝 1

9789869161985 老子思想批判 曲辰著 平裝 1

9789869161992 當前形勢下的臺灣學運研究 陳玲著 平裝 1

9789869284400 毀家紓難: 龐慎言文集 龐慎言遺著 平裝 1

9789869284417 破繭而出: 解開生命的枷鎖. 一 丁原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388 隨感錄: 陳思永散文集 陳思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552 歷史名琴與名家. 提琴篇. 上冊: 提琴的榮光 陳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6569 歷史名琴與名家. 提琴篇. 下冊: 妖魔提琴與死神之弓的傳奇陳義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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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送存冊數共計：17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9789869080392 國際海運固體散裝貨物章程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08 散裝貨運載船及油貨運載船檢驗期間加強檢查計劃國際章程. 二0一一年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742 Blender 3D之人物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5759 Blender 3D之野狼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5766 Blender 3D之野狼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5773 Blender 3D之人物創作 李逢春, 楊基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5780 Blender三維動畫製作. 1: 化繁為簡,製作3D物件、場景、動畫李逢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1512 從心出發 韓若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3798 郵史研究. 第三十三期 林茂興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109 人權防衛論: 刑事政策新思潮 何秉松, 張平吾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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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郵史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兩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521 新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7集 1

9789866081538 新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集 1

9789866081545 新住院醫生PGY 佐藤秀峰作; miyako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集 1

9789866081552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 護玄原著; 紅麟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39 本國語文表達能力實用編 王世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46 真理大學優質通識教育研討會專書. 2016 鄭俊傑, 葉錫圻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944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Student Book Basic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9188951 The Flying Dolphin Family Workbook Basic Jeff Wen, Sarah Wang[編]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0446 Fleet and wall,Ming china's strategic options1392-1449Hsiao, Hungte編著 1st ed.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豚鳥美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教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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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大學體育教育中心

原動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5282 總裁是個賠錢貨 寶總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98 就算十年後世界崩壞了,你還能生存下去! 山口揚平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35 亞歷、肥安這樣長大: 可愛生活寫真紀錄x混搭式教養分享王君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03 說出好業績: 速效!易上手!關鍵30秒翻轉局勢的溝通林有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10 鐵人媽媽賈永婕的brunch 賈永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27 1分鐘高效工作術: 6種一分鐘思維與71項實戰心法,讓你工作提速、業績超標、下班準時!松尾昭仁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34 京都.百年老舖: 發現藏在老店中的祖傳祕技、經營哲學、生活理念,深入京都人食衣住的根源西岡正子作; 王俞惠, 林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41 爬樹的女人: 在樹冠實現夢想的田野生物學家 瑪格麗特.羅曼(Lowman Margaret D.)作; 林憶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58 徒然草: 吉田兼好的散策隨筆 吉田兼好著; 文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65 原色覺醒: 真正懂攝影的最後一關 胡毓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72 健女人來了!: 45組健身絕招&34道健人食譜,劉雨柔讓妳要腹肌有腹肌、要翹臀有翹臀,8週打造女神馬甲線!劉雨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589 一輩子要學會的職場黃金課: 7堂課程保證你工作事業都順利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02 花園的故事: 一趟穿越歷史的漫步,去拜訪法國文豪筆下的花園艾芙琳.博洛克-達諾(Evelyne Bloch-Dano)著; 周伶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19 真食義大利: 土地、餐桌與人情的一瞬相遇 楊馥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26 慢遊濟州島: 不走尋常路的祕境風景　 黃小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33 太平天國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 朱慶葆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5640 我是盛女: 一位單身女作家的心靈成長史 凱特.柏力克(Kate Bolick)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57 買槍,養馬,呼大麻: 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范琪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64 如何讓馬飛起來: 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9種態度凱文.艾希頓(Kevin Ashton)著; 陳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71 優氧: 改善微循環、優化身體氧氣、增強自癒力張安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688 在花床上午睡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5695 砲彈下的渴望: 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穆罕默德.奧默(Mohammed Omer)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01 時尚,只是女人的態度 凱特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18 美女與野獸之死 提爾希.容凱著; 陳蓁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25 每天來點負能量: 失落的壞話經典,負負得正的人生奧義鍵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報文化



9789571365732 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廖彥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49 心靈擇食: 萬病由心造,邱錦伶的情緒食療法 邱錦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56 若過的回味是甘甜: 我就是這樣學著打造一間感動人的餐廰陳健宏口述; 蘇日雲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63 冰與火之歌著色畫 喬治.馬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70 樂土背後: 真實西藏 唯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87 結婚這場戲 傑佛瑞.尤金尼德斯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794 探險家來畫畫 茱迪.埃斯理文; 李察.威德遜圖; Yi-An Li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00 小公主來畫畫 茱迪.埃斯理文; 李察.威德遜圖; Yi-An Li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17 短短的就夠了: 苦苓極短篇精華版 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31 生活在廢墟: 你所不知道的考古學家與他們的一百種生活瑪莉蓮.強森(Marilyn Johnson)著; 李世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48 i想想 行銷的信任與溫度 陳紀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55 生存之道: 諸子百家濟世修身的風雲際會 易中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62 馬克杯餅乾 克莉絲黛.于艾葛梅茲(Christelle Huet-Gomez)作; 陳宏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79 活得興高采烈 李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86 英雄: 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893 紅茶之書: 一趟穿越東方與西方的紅茶品味之旅磯淵猛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09 如何快樂: 關於愛、性,與青春的迷惘 大衛.波頓(David Burton)著;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16 1鍋3步驟,日日料理最簡單的美味提案: 氣質烹飪家Irene教你65道一學就會、一吃就愛的不挑鍋食譜陳秭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30 有你有我 莉莉.拉洪潔(Lilli L'arronge)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5947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碎唸: 原來,英國跟你想的不一樣!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著; 李奧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54 品味,從知識開始: 日本設計天王打造百億暢銷品牌的美學思考術水野學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85 說服自己,就是最聰明的談判力: 哈佛頂尖談判專家最強效的溝通心理學威廉.尤瑞(William Ury)著;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992 獵才公司老闆真心告白: 30歲後如何成功跳槽?70個關鍵訣竅助你實現高薪高階的理想職涯!井上和幸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05 吃出堅果的學問 陳瑩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43 丹硯式習字法: 心經習字帖 丹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74 墨的故事. 輯一, 墨客列傳 黃台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081 人生,就怕不鹹不淡 馮小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6128 我想離開你 大衛.尼克斯著; 鄭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9553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69560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69584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69577 狂兵抄. 卷貳 叢台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614 狂兵抄. 卷參 叢台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16 佛教之濟世理論與實踐 印順導師原著; 釋開仁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815 櫓翁師生作品集 高雄市打鼓書法學會, 高雄市筆禪書法學會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714 彩繪南臺灣 王雪枝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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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國際粉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記創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打鼓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凌雲文創



9789869220705 Taiwan Crazy 英文口說能力. 1 吳文, Mark Chen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225 璽墨苑「如是我聞」瑑系列 周晏羽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0078 「四個半小時」: 平民翻身致富經典 吳東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610 食力. 3:黑金產業 千億商機下的食安秘密 童儀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588 就是這張表抓住神買點 董鍾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595 你沒學到的巴菲特: 股神默默在做的事 闕又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2609 五線譜投資術: 自動抓出高低價 不盯盤年賺20%薛兆亨, Tivo168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3766 最後ê甘蔗園 陳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復會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浩然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復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34 白色倒影: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林慧如, 王心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931 觀賞魚的疾病 洪仲明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107 印象竹霄: 竹霄社區老照片及文物集 李宏盛, 李美月, 余遠芳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0551 我有一個夢 龐順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582 青果集 松城布衣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599 首禾集 吳揚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05 跨國外婆: 獻給留學生和他們的父母 肖三紅, 楊承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12 愛情紅綠點 楊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29 輕吟低唱,為愛輕狂 張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36 綠茶婊與戰爭小說 裴指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43 山河入夢: 落水灣舊事 若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50 我們始終在一起: 一位母親的陪讀筆記 余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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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竹霄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



9789865720667 鄉下 玉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74 蛇王島壞孩子 國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81 時光蕩不盡千古風流: 歷史邊緣人物的淒美挽歌郁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698 歲時記 馮輝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04 環球詩旅 吳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11 日蝕 金道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0728 五體津梁 黃鳳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42 三萬里路雲和月: 四個人和一輛舊普桑的穿越故事不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59 枝與葉: 流年詩語 鄭書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66 榿水河 周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73 無聲的青春 何益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80 足跡: 旅遊散記. 下卷, 風情 顏文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797 大聲喊你的名字 雨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03 八零後,我們逝去的青春 于柏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27 食材食美 CC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34 吉光片羽: 泰戈爾詩選 泰戈爾作; 鄭振鐸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41 走出山坳 陳彩娣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830 說唱藝術與客家採茶戲 李勝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847 成教日語生活會話 王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861 教與學.社大故事集-有您真好 王心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桃市三湖三元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9789869322409 桃園市楊梅區三湖三元宮志 張秋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4858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李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919 聖經信息系列: 撒迦利亞書 韋伯(Barry Webb)著; 林永發, 魏韻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926 聖經信息系列: 瑪拉基書 彼得.亞當(Peter Adam)著; 校園書房出版社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971 讓群體發光: 操練信望愛的美好關係 司傑恩(James Bryan Smith)作; 應仁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435 產品開發與設計 廖世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9442 創意產品設計教學教材製作 廖世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9466 創新整合服務研討會. 2015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商管學群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161 動手玩科學: 邊玩邊學的兒童教育 柯特.蓋比爾森(Curt Gabrielson)著; 潘榮美, 劉允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85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50192 壓克力機器人製作指南 三井康亘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08 機器人程式超簡單: LEGO MINDSTORMS EV3動手作. 專題卷郭皇甫, 蔡雨錡, 曾吉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15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50222 不動產問題,熟年知多少? 趙坤麟, 趙育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39 遇見你之前 喬喬.莫伊絲(Jojo Moyes)著; 葉妍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50246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泰電電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38479 湯華英合唱曲. 第二集 湯華英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38479 湯華英合唱曲. 第二集 湯華英作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177 杜甫的田園詩 (唐)杜甫原作; 王柏鐺選注 初版 平裝 2

9789868679177 杜甫的田園詩 (唐)杜甫原作; 王柏鐺選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9184 農歌 王柏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816 成教實用日語會話 王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2497 豐富人生的必修學分. 第四輯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2368 產業綠色技術手冊: 紙製品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桃縣社教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桃園愛樂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神農廣播雜誌



9789862642375 產業綠色技術手冊: 合成樹脂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編輯 平裝 1

9789862642382 產業綠色技術手冊: 化學材料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編輯 平裝 1

9789862642399 產業綠色技術手冊: 金屬表面處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編輯 平裝 1

9789862642405 產業綠色技術手冊: 積體電路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792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 104學年度 管美蓉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808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05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536808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05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705 時空膠囊: 刺蝟少年凝視青春的心內話 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39位少年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155 浮動油價機制的關鍵報告 林茂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449 獎卿詩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三屆 曾人口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考中心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677 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成效卓著之實務案例. 2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806 與失智共舞: 失智症關顧研討會. 2014 林信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5243 Proceedings of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Food CultureFoundation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817 勞資事務管理師檢定考試 鄧學良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3333 童趣仁心: 蘭爺爺連奶奶愛的故事兒童畫集 詹麗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634 淺談隧道 王錦洋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切膚之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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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證券期貨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518 老[]的故事 方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3518 老[]的故事 方嚴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351 免疫療法之抗癌商機探討 寇怡衡, 陳秋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368 免疫療法之抗癌商機探討 寇怡衡, 陳秋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777 鄭煥生全集. III, 春滿八仙街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2784 鄭煥生全集. IV: 崖葬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312 青春物語: 日治時期一位十九歲淑女的日記 陳錦雲作; 張良澤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904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簡體字版)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正覺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寶光聖堂



9789868973794 逆風蒼鷹: 辜寬敏的臺獨人生 辜寬敏口述; 張炎憲, 曾秋美採訪整理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139 臺文通訊BONG報第241到第252期合訂本 廖瑞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5146 猶原teh笑: 廖瑞銘教授紀念文集 邱彥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5146 猶原teh笑: 廖瑞銘教授紀念文集 邱彥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820 以法相會: 寶寧寺、毗盧寺等明清水陸畫精選作品釋如常主編 平裝 3

9789574573837 遇見.敦煌: 何山作品集 何山作 初版 平裝 3

9789574573868 畫出我的感覺 小魚作 平裝 3

9789574573912 以法相會: 寶寧寺、毗盧寺 明、清代水陸畫展暨學術研討會如常法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3974 三好生命教育教材: 國小高年級 吳正宏等編寫 其他 1

9789574573974 三好生命教育教材: 國小高年級 吳正宏等編寫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5097 威爾森氏症照護手冊 平裝 1

9789869305907 絕地花園 鄭慧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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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12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9789868939073 慈濟年鑑. 2015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39080 慈濟年鑑. 2015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39097 慈濟年鑑. 2015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964 愛: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2015-16第九屆 吳國豪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050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黃英傑總編輯 第八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8444 電動車安全入門 尤建勝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078444 電動車安全入門 尤建勝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78451 機車防禦駕駛手冊 鍾國良, 葉銘鴻作 平裝 2

9789868078451 機車防禦駕駛手冊 鍾國良, 葉銘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220 3499個愛: 抗癌小詩人周大觀的故事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著; 王金選, 陳曉菁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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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542 臺灣代議民主之困境與出路 鄭麗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338 搖擺吧!動物們: 藝術設計展 郭玲玲, 廖婉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345 奇美藝術名家選: 湯瑪斯.庫伯.高奇 于禮本, 徐鈺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303 家庭急救手冊 黃詩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4131 行走禱告教戰實錄: 十字架跨越的智慧 亨利.葛洛法作; 亞協臺灣基金會編譯小組編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600 地域x建築: 10個探索 林盛豐, 王俊雄, 王維仁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4600 地域x建築: 10個探索 林盛豐, 王俊雄, 王維仁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4600 地域x建築: 10個探索 林盛豐, 王俊雄, 王維仁主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空間母語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旺英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歸主協會

青平臺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3254 堅持為臺灣: 一代報人林榮三 林榮三傳編寫委員會編寫 精裝 1

9789868703261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一屆 孫梓評, 董柏廷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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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516886 保險經理人管理錦囊 呂廣盛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516893 臺灣保險業Next:UBI車聯網保險 范姜肱, 章明純, 許伊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904 法律小百科 李貴敏總編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281911 法律小百科 李貴敏總編輯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9500 高等教育機構品質保證制度與實踐: 國際觀與本土觀蘇錦麗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幼安教養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林榮三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508 金匱大論壇 張步桃講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278508 金匱大論壇 張步桃講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4581 親子愛不礙: 大樹養成計畫. 2015 陳育諄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036 原始點健康手冊 張釗漢作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1848 專利訴訟統計與年度議題評析: 談後Alice案判決時代美國法院認定抽象概念與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的發展李森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855 物聯網儲電技術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分析 林倞, 洪長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862 隨按即說技術專利申請及相關SEPs提報狀況之研究賴明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879 我國與主要競爭國家之專利動態觀 張書豪, 林品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886 國際指標評比對我國創新創業政策之啟示與反思黃意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893 臺灣及亞洲主要國家科學合作活動之探討 紀凱齡, 劉瑄儀, 蔡宛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09 智慧車產業專利布局及研發策略分析 樊晉源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16 穿戴式裝置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分析: 從載具觀測產品趨勢王惠瑜, 鄭凱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1923 標竿國家學術論文影響力分析: 臺灣與一以二瑞三蘭的比較陳明俐, 郭懷芬, 洪文琪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133 SNDT abstract digest. 2015 Wen-Kuan Yeh等[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4382 CIC annual report. 2014 Liang-hung Lu [作] 平裝 1

9789868244382 CIC annual report. 2014 Liang-hung Lu [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670 家庭敬拜: 被忽略的恩典 傑森.海洛布魯斯(Jason Helopoulos)作; 謝逸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687 老師的天使心 張輝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731 養育的藝術: 如何教養你家的操控大師 凱文.李曼(Kevin Leman)著; 黃耀禮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9418 當號角響起 齊斯.因崔特(Keith Intrater), 但恩.賈斯特(Dan Juster); 陳欣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183093 你可以重新開始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吳美真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3600 與神啟飛 張禕叡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3617 我與眼睛立約 蘇鮑伯(Bob Sorge)著; 以琳書房編譯小組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3631 使徒性教會正興起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 羅柏特.海得勒(Robert Heidler)著; 黃善華, 黃胡曉姍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3648 Let's Fly飛吧!: 張茂松牧師傳記 陳思著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以琳

送存冊數共計：9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080 生命光: 一位盲人企業家的傳奇故事(簡體字版) 雷玉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186 因為有祢: 職場靠主致勝的45個關鍵密碼 林國慶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191 維托你真是的 林羿翧文; 謝依伶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717 商業服務業趨勢大解密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17 商業服務業趨勢大解密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24 策略、情報、人才,讓你連鎖無往不利 蔡筱梅, 蔡卉卿, 高琬涵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24 策略、情報、人才,讓你連鎖無往不利 蔡筱梅, 蔡卉卿, 高琬涵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31 數位學習在連鎖加盟產業的應用調查: 「連鎖力」的關鍵張敏玟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7135 狼妻 沈石溪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橄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冊數共計：6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信徒佈道會



9789577517722 大家學華文. 首冊 蔡雅琳執筆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722 大家學華文. 首冊 蔡雅琳執筆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746 成語小劇場: 尋找保麗龍 岑澎維作; 魏羽桐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753 大家學華文. 1 蔡雅琳執筆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760 時間地圖: 畫給每個人的世界與歷史 彼得古斯(Peter Goes)作; 黎茂全譯 一版 精裝 1

9789577517777 看電影學寫作力: 一部一步教你登峰六級分 張耀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820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年報. 2015年 吳台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2147 愛讓世界海闊天空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0084 大手小手閱讀趣: 繪本教學範例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教學研發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7834 反思慧問卡 夏惠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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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榮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3126 司法造法之本質及其實踐 王寶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708 低限無限.即興89: 李再鈐雕塑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287715 本位.色焰: 李錫奇返鄉80回顧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287722 影像時光: 林慶雲攝影展 臺灣創價學會出版總局藝文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287739 創藝X臺灣: 游明龍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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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1628 靈山海會.第四十期 剛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8771628 靈山海會.第四十期 剛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938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757 中華文化: 儒釋道的融合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3764 媽祖信仰與文化傳承 劉信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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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藏佛教基金會

華岡法學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281 心的壯遊: 從捷克波西米亞,觸動不一樣的人文風情謝孟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3298 心的壯遊: 從捷克波西米亞,觸動不一樣的人文風情謝孟雄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5406 迎變: 李成家正向成功思維與創業智慧分享 李成家口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105 竹塹南寮 彭氏族譜. 續修 彭文國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3824 成長: 醫學中心全人照護的教學 邱浩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359 弘中道與柔性攻勢: 蔣緯國先生紀念文選 蔣緯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9373 道蒞天下道勝專輯 李子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1546 慈林語錄: 典藏人類智慧的結晶 慈林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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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竹市彭氏祖祠



9789572871553 慈林語錄: 典藏人類智慧的結晶 慈林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139 ART,不NG: 桃米。內家道。阿公阿嬤ㄟ生命畫布何貞青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1146 肉片男孩和他的朋友們: 吳衍震桃米駐村日記 吳衍震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316 日日更新承諾: 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馬克.歐基夫(Mark O'Keefe)著; 陳思宏, 常祈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323 兒童祈禱文 高蘇珊娜(Ko Susanna)著; 全正花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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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816407 臺灣聯網車輛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新契機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社團法人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著精裝 1

9789575816513 改變: 看見新臺灣的可能 龔仁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6100 臺灣金融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4-2015年陳凱迪作 精裝 1

9789575816117 臺灣製造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4-2015年李震華作 精裝 1

9789575816124 臺灣流通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4-2015年李震華作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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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0946 獺獺去公園玩 凱特文; 吳子平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6456 飼料添加物開發與應用 林俊宏等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76487 經濟動物運送從業人員之人道運送講習手冊. 104年廖震元, 陳書儀作 平裝 1

9789869076494 飼料添加物開發與應用 林俊宏等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65607 我國畜產品追溯程序與分級手冊 廖震元等作 平裝 1

9789869265614 乾乳期牛群的特定需求和處置 Jan Hulsen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226 創造企業與社會的永續: 企業社會責任營造社會信賴李宜樺等作 平裝 1

9789869114257 稅務爭訟與納稅人權利保障暨2015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黃茂榮等作; 葛克昌, 張富強, 吳德豐主編 平裝 1

9789869114264 企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 吳德豐等作; 游明德總編審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9114271 公益理想實踐之路: 非營利組織之設立與管理實務張明輝, 周筱姿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14288 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策略: 企業的全球通行證朱竹元著 平裝 1

9789869114288 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策略: 企業的全球通行證朱竹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794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VI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6443817 親子溝通轉轉念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資誠教育基金會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800 馬背上的白袍騎士: 三代光田的仁心仁術 張耀懋, 劉士永, 樊天璣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545 眾福之門 演本大師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590 地藏菩薩本願經講義 知定法師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963606 大智度論. 上輯(現代版) 孫劍鋒整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19 臺北好藝術年報. 2015 謝佩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569 臺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4 吳達坤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403 任修女的人格養成講堂. 3, 情緒奏名曲: 成人心理.情緒與健康指標任兆璋口述; 賴麗榕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弘毓社福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3211 服事神的旨意: 服事神永遠的旨意、從哥林多前後書看服事神的旨意、從加拉太書看服事神的旨意、從腓立比太書看服事神的旨意、從歌羅西書看服事神的旨意江守道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509 臺灣的匯率制度與外匯管理自由化 財團法人臺北外匯市場發展基金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3293 浴佛法會前行緣念講義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3245 告別學習慢半拍 劉弘白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6497 進階學術英文寫作: 全民英檢中高級,高級寫作官方指南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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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氏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外匯市場基金會



9789869306300 好好先生Mr. Good Pirdou林柏辰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327 母親,請您慢慢老 褚宗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2525 一期一會: 日本茶道文化特展專刊 李莎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283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5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0878 政黨輪替與政府體制永續發展論壇論文成果彙輯李明仁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277 信託法及稅法最新法令彙編 蕭善言,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284 信託業法函令解析 蕭善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291 銀行人員應具備的法律知識 王南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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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祿文化基金會



9789863990314 銀行業務的行銷策略與經驗 陳石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376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法規輯要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增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3990383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增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3990406 銀行內控與內稽: 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陳盈良著 增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3990437 兩岸發展Factoring業務的始末與現況 叢樹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444 管好腦袋管好錢: 自己種棵財富樹 林素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008 公義行在前頭: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八八水災重建紀念專刊林芳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200 教會禮拜與聖禮典手冊(臺語漢字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信仰教制與法規委員會編輯二版 精裝 1

9789865637231 風采眺望150: PCT150剪影 方嵐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248 海德堡要理問答淺釋 劉清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255 新約聖經最智慧的故事: 永世之星 董俊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262 舊約聖經最智慧的故事: 永世之王 董俊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1752 做一門感質好生意 邱建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4563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1: 創世紀(簡體字版)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674570 聖經(中文新標點和合本.標準英文版)(中英對照) 1版 其他 1

9789866674587 聖經(中文新標點和合本.標準英文版)(中英對照) 1版 其他 1

9789866674594 聖經(中文新標點和合本.標準英文版)(中英對照) 1版 其他 1

9789866674600 聖經(中文新標點和合本.標準英文版)(中英對照) 1版 其他 1

9789866674624 聖經(和合本上帝版) 精裝 1

9789866674631 聖經(新標點和合本橫排串珠) 平裝 1

9789866674648 臺語聖經(巴克禮修訂版臺語漢字本) 平裝 1

9789866674655 臺語聖經(巴克禮修訂版臺語漢字本) 精裝 1

9789866674662 聖經(英皇欽定本/新標點和合本)(中型神版) 平裝 1

9789866674679 聖經(英皇欽定本/新標點和合本)(中型神版) 精裝 1

9789866674686 聖經(現代英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中英對照)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326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333 主的恢復之基本項目與結果(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371 神救恩的中心與神的活出(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425 神內裡的運行與人三部分的救恩(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432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494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952 臺灣ISP年鑑. 2015年 呂愛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福音書房



9789868836952 臺灣ISP年鑑. 2015年 呂愛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1853 新世代養殖生力軍: 10位養青的奮游人生 陳玉玲, 陳曉華, 陳吉鵬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717 數位藝述. 第伍號 Alexander Galloway等作; 王聖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216 字裡行間找到成長路: 震怡文教基金會文化講座選輯. 2014梁怡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029 空間任意門兒童導覽手冊 楊潔如文字撰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4359 用生命傳遞希望之火 江仰仁總編輯 增訂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震怡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031 屈原,遠遊中: 詩文選讀本 莊孟融, 辛意雲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8295 三十擊: 朱宗慶打擊樂團.此時彼刻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5092 語言治療教材 林宏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923 我的名子叫小胖 林亞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6930 魔力瑄瑄 盧旻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2225 臺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4 陳志峰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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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慧夫基金會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擊樂文教



9789869168212 筆記書. 105: my story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68229 我最遺憾的一件事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106 淨化人心 行願菩提(中英對照) 釋果如等作; 高君和主編 精裝 1

9789869283106 淨化人心 行願菩提(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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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4970 正念明鏡: 中陰成就無上密法 策列.那措.讓卓(Tsele Natsok Rangdrol)作; 艾瑞克.貝瑪.坤桑(Erik Pema Kunsang)英譯; 鄭振煌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680 I see a brown bee flying in the tree Archie Yang[作] 其他 1

9789866915697 Keystone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15703 From phonics to RT 楊耀琦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915710 From phonics to RT 楊耀琦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915727 From phonics to RT 楊耀琦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6915734 新多益聽力一本通(試題解析) 文之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342 Grammar for GEPT Writing 楊名暖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海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靈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靈鷲山般若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91776 臺灣雲林縣大埤鄉李氏族譜 孫義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1304 民法 許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670 行政學(概要)攻略 高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91687 中級會計學熱門題庫 徐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694 會計學熱門題庫 徐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00 政府採購法 黃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17 政府採購法(概要) 黃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24 中級會計學實戰解析 徐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31 立法程序與技術 徐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55 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歷屆試題詳解 游麗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62 司法四等實用六法 高點法學研究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86 刑法總則 鄭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793 社會工作重點整理 孫翊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809 憲法爭點破解 良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1823 刑法分則 鄭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830 鐵路特考佐級: 英文 劉保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861 鐵路特考: 法學緒論 簡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878 一般警察: 法學緒論 簡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892 一般警察: 行政法(概要) 李進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908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王肇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墾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點文化



9789862691922 財政學(概要)熱門題庫 施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1939 國際私法重點整理 劉韋廷編著 初法 平裝 1

9789862691946 民事訴訟法(概要)重點整理 侯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1953 行政學大意攻略 高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1977 行政學(概要)申論題精解 高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1984 財產法. I, 契約法 李淑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04 生理學.解剖學歷屆試題詳解 薛宇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35 刑法總則 易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2042 統計學(概要)經典試題解析 程大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59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何薇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66 幼兒發展與教保概論 何薇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73 政治學大意測驗題精解 高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80 刑事訴訟法 羅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097 刑法 鄭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103 司法四等全真模擬試題 高點王牌師資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141 民法 宋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158 民法(概要)重點整理 宋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2165 新主題式國語文解題 楊昕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2172 新主題式國語文解題 楊昕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2202 家事事件法考點破解 武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19 企業管理 程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19 企業管理 程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26 生管與作業研究歷屆試題精解 韓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33 民法概要重點整理 宋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40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宋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2257 家事事件法 侯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64 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王有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71 各國人事制度新趨勢 王有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88 解構保安處分執行法 金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295 社會工作(概要)熱門題庫 法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301 統計學歷屆試題詳解. 102-97年 郭明慶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692318 少年事件處理法 陳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325 金融機構: 民法(概要) 宋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363 領隊實務. 二 陶德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370 導遊實務. 二 陶德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387 貨幣銀行學歷屆試題精解 蔡經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400 線性代數聖經 劉勝雄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2417 行政學(概要)測驗題精解 高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424 票據法重點整理 陳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479 行政學(概要) 高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486 線性代數聖經 劉勝雄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2493 產科護理學考前衝刺 宋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09 財產法. II, 侵權行為法.物權法 李淑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16 刑法總則 金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23 基本護理學考前衝刺 陳雅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30 行政學大意解題一本通 高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54 系統專案管理 向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78 票據法歷屆試題精解 成博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85 民法總則熱門題庫 李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592 社會學 張海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608 民法(概要)測驗題熱門題庫 徐英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2622 民法歷屆試題精解 徐裕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684 國際私法重點整理 劉韋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691 投資學歷屆試題精解 張首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707 高頻真題.民法(概要) 李叡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714 民法債編各論 徐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738 刑法總則 金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752 精神科護理學歷屆試題詳解 談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769 導遊、領隊重點一本通 余強, 鄭睿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2790 微生物與免疫學考前衝刺 汪佳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837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I, 臨床血液學與血庫學 陳連城, 康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912 管理學是非選擇題攻略 管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967 高頻真題.行政法 杜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2981 線性代數聖經本1000題. 下 劉勝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001 海商法爭點解讀 辛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049 經濟學歷屆試題詳解. III 高勝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056 高頻真題.法學緒論 徐英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7222 厲害!別小看系統家具: 設計師推薦愛用.廠商、櫃款、五金板材, 從預算到驗收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253 找到家的好感覺: 設計師教你做對五件事,空間對了,人就自在、放鬆、幸福了李靜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260 用臺灣好物過幸福生活 原點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277 和風自然家 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284 老空間心設計 張素雯, 李昭融, 李佳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291 湯自慢: 泡湯之愛與享樂溫泉 楊雅雯作; 王春子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07 日雜手感,家: 不只佈置,還想裝修、採買,終於學會有溫度的家設計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14 阿姆斯特丹.我的理想生活.: 看、吃、住、用、穿、玩、享的創意好設計Cindy Liao, Frankie Liao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38 一起活在牆上!: 一切從塗鴉開始,Bbrother的新青年行動事件簿Bbrothe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45 臺灣百年好店: 永遠活跳跳的好味、好物、好店、好街與好感心蔣孟岑, 吳思瑩, 江明麗作; 何忠誠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90 住進英倫風的家 齊舍設計事務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06 居家聰明設計101 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13 健康宅: 觀念+設備+工法,小升級換大舒適,住好家越住越健康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6

原點



9789865657437 日本.一日遠方: 過一日在地人生,32個隱藏版日本輕旅行張維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51 戀愛成就 張維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505 住進光與影的家 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918 舌苦齋休耕圖草 張至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2182 猶太人最頂級的124個智慧: 猶太民族的致富寶典胡雯雯作 平裝 1

9789865971229 哈佛哲學課 胡雯雯作 平裝 1

9789865971816 勇敢的活在當下 高敬之作 平裝 1

9789865971847 幸福的吸引力法則: 讓你心想事成的50個幸福方法石磊作 平裝 1

9789865971861 越簡單,越幸福 胡悅作 平裝 1

9789865971878 微心理工作術 劉美雯作 平裝 1

9789865971885 到淘寶網開個賺錢的人氣網店 塗畫作 平裝 1

9789865971892 血液排毒: 48小時疏通血管,遠離心肌梗塞 田雅芬作 平裝 1

9789865971908 讀人心: 一分鐘,明白這個人 周子寒作 平裝 1

9789865971939 開啟人體內的天然藥庫: 不吃藥,活百歲的健康養生之道曹丹妮作 平裝 1

9789865971946 讀人心. II: 別對我說謊 周子寒作 平裝 1

9789865971953 中年過後的飲食養生法 李婉怡作 平裝 1

9789865971977 有效人脈開發手冊 魯道夫作 平裝 1

9789865971984 小心!別讓腸癌找上妳 劉永昌作 平裝 1

9789865971991 看見未來的希望 鄧肯作 平裝 1

9789869230506 富裕的過一天: 口袋可以沒有錢,生活不可以不富有章心妍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島讀文化學社



9789869230513 中醫教你生活中顧百病 曹丹妮作 平裝 1

9789869230568 用對力量,走向對的道路 林智程作 平裝 1

9789869230575 啟動人生2.0: 被遺忘的能力 葉子清作 平裝 1

9789869282239 情緒,真要命 何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738 日本文化巡禮. 第三集, 秋 日高民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745 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研究所日本留學指南. 2015-2016公益社團法人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編輯平裝 1

9789866371752 日本文化巡禮. 第二集, 夏 日高民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776 小學生的第一本泰語課本 張君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012 一本讀懂谷崎潤一郎: 愛的魔法師喚醒你心中的危險妖獸新潮文庫編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203 這也會過去 米蓮娜.布斯凱(Milena Busquets)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234 0-6歲潛能開發親子遊戲書: 日本嬰幼兒發展專家教你掌握成長6大階段,87個訓練遊戲,全方位培養孩子10大能力!前橋明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265 禪是清風明月: 千年禪宗教你自在豁達的人生智慧明一居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272 一代商王. 卷5, 利字當頭不動心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289 一代商王. 卷6, 穩紮穩打賺民心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302 禪繞畫構圖練習創作書 Jul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326 法式翻轉教養: 拯救無數法國媽媽、孩子和老師的全腦心智圖學習法奧黛莉.雅坤(Audrey Akoun), 依莎貝爾.拜優(Isabelle Pailleau)著; 梁若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333 示弱的勇氣: 老子教你學會真正的堅強 田口佳史著; 卓惠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統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305 <>講要 慧淨法師講述;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29 尋聲驅體行為互動科技藝術實驗場論文集 李宛靜執行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3280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3, Level 5-6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297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2, Level 3-4 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631 English for Tourism and Restaurants. Book 2 Frank Levin, Peg Tinsley[編] 2st ed 其他 1

9789863183655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tourism Kiwi Cheng, Polly Davis[作] 3rd ed. 其他 1

9789863183785 超簡單手繪旅遊日語 橋本友紀, 池畑裕介作; 蔡承啟譯 增修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792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2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Laura Phelp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3808 Business essentials Lucy Becker, Carol Frain[編] 2nd ed. 其他 1

9789863184157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雙語彩圖本) O. Henry著; 沈漠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4164 愛麗絲夢遊仙境(雙語彩圖本) 路易士.卡洛爾(Lewis Carroll)作; 陳育堯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4195 慣用日語句型上手書1000 橋本友紀, 池畑裕介, 佐藤佳彩著; 黃瀞瑤, 彭誼芝譯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4225 動物農莊(雙語彩圖本)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沈漠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4218 高中職核心英單: 主題式速記法 Zachary Fillingham著; 陳以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232 科技英文閱讀&練習 JoAnne Juett著; 羅竹君, 丁宥榆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249 決勝新多益聽力閱讀: 精選五回1000題 Yunsun Choi, Hana Ahn作; 林育珊, 彭尊聖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256 黑暗之心 Joseph Conrad原著; David A. Hill改寫; 林育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287 English for Specializ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Anne Juett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3181 In Focus英語閱讀: 活用五大關鍵技巧 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Laura Phelps著; 劉嘉珮譯初版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傳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9789863184355 觀光旅遊英語 孫沛婕, 張翡月, P. Walsh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362 艾瑪 Jane Austen原著; Elspeth Rawstron改寫; 王傳明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386 In Focus英語閱讀: 活用五大關鍵技巧. 2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著; 劉嘉珮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393 彩圖實境旅遊英語: 會話模擬練功 P. Walsh, PeiChien Sun, Feiyueh Ch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409 In Focus英語閱讀: 活用五大關鍵技巧. 3 Owain Mckimm等著; 劉嘉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416 In Focus英語閱讀: 活用五大關鍵技巧. 4 Owain Mckimm等著; 劉嘉珮, 丁宥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423 自由之心: 為奴十二年 Solomon Northup原著; David A. Hill改寫; 安卡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430 Enjoy Your Trip!專業觀光英語 Kiwi Cheng, Owain Mckimm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447 日本怪談文學: 小泉八雲/田中貢太郎名作選(日中對照)小泉八雲, 田中貢太郎著; 蕭照芳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83099 現代往生錄. 八 雪心編輯室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2711 大學轉學英文試題詳解. 95-104 黃浩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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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3129 成年禮: 愛情物語 Miro圖; 野澤碧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強心臟戰鬥力女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徠卡人攝影工房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雪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偉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012 徠卡攝影美學: 什麼是攝影與如何讀照片 張家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373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edagogy in the contexts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Wen-ching Ho[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869 你不自認受苦,痛苦就無法強加在你身上: 轉化人生苦味的快樂心法方品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876 任何時候都要淡定: 一種以柔克剛的成功哲學 胡凱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83 心定的力量: 在浮躁中安放自己的心 柳韓斐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8890 16堂簡單易學的養生課: 讓你留住青春、健康長壽的生活守則維克多.賽格諾著; 胡彧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9097 「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 臺灣知識份子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1930-1937)趙勳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103 思索臺灣客家研究 張維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110 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 東南亞與臺港澳 張維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3094 「活得堅強」的哲學: 從六位哲學家的獨到思想,解決不安、迷惘、苦惱的根源白取春彥著; 戴偉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30 大師的小說強迫症: 瑞蒙.卡佛啟蒙導師的寫作課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外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曼尼文化事業



9789863443278 你好嗎？我一直在想你 力恩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92 凍結的香氣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308 艾莉絲旅館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15 如果麥子不死: 紀德逝世六十五週年紀念.人生二部曲之一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22 大奧日本 茂呂美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53 自由主義: 從理念到實踐 愛德蒙.佛賽特(Edmund Fawcett)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60 黃昏的故鄉 阮慶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60 黃昏的故鄉 阮慶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77 掙扎的帝國: 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廖彥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84 單車失竊記 吳明益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391 第五號屠宰場 馮內果(Kurt Vonnegut)原著; 陳枻樵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3407 那個年代,這些惦記 秦嗣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14 習慣改變了,頭腦就會變好: 東大生教你的7個學習習慣清水章弘作; 鄭曉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438 我不喜歡站在起點,也不喜歡看到終點: 桑塔格<>雜誌訪談錄強納森.科特(Jonathan Cott)著; 黃文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452 散步時總想吃點什麼: 東京、京都、大阪的經典老舖池波正太郎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374 帶來新應許的門徒: 看守世界的心靈革命家 吉米.伯恩斯(Jimmy Burns)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81 為自己的人生做點事 鮑伯.高夫(Bob Goff)作; 歐陽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98 讓此生,成為世紀的祝福: 12堂心靈秘境的重生旅程郭約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1039 Asian Folk Relig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Yoshihiro Nikaidō[作] 精裝 2

9789863501084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urts: Taiwan and Korea in ComparisonJiunn-rong Yeh[編著]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大出版中心



9789863501145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An lntercultural discussionChun-chieh Huang, Jörn Rüsen[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336 晶石般的火焰: 兩岸三地現代詩論 葉維廉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501336 晶石般的火焰: 兩岸三地現代詩論 葉維廉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501381 中國文學史 臺靜農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01381 中國文學史 臺靜農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01398 中國文學史 臺靜農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01398 中國文學史 臺靜農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01404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 高友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01404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 高友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01411 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王德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11 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王德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28 惡之華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著; 杜國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28 惡之華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著; 杜國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35 銀線: 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林滿紅著; 林滿紅, 詹慶華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35 銀線: 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林滿紅著; 林滿紅, 詹慶華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42 中國最後的帝國: 大清王朝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 李仁淵, 張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42 中國最後的帝國: 大清王朝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 李仁淵, 張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59 戰後臺灣政治史: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若林正丈著; 洪郁如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59 戰後臺灣政治史: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若林正丈著; 洪郁如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01466 是什麼,就說什麼: 殷海光選集. 上冊 殷海光著; 潘光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466 是什麼,就說什麼: 殷海光選集. 上冊 殷海光著; 潘光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473 隔離的智慧: 殷海光選集. 下冊 殷海光著; 潘光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473 隔離的智慧: 殷海光選集. 下冊 殷海光著; 潘光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497 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 辻本雅史, 徐興慶編 精裝 2

9789863501503 黃菊東籬耀古今: 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 齊益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503 黃菊東籬耀古今: 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 齊益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510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應用篇 謝尚賢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510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應用篇 謝尚賢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534 像史家一般閱讀: 在課堂裡敎歷史閱讀素養 Sam Wineburg, Daisy Martin, Chauncey Monte-Sano作; 宋家復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558 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 陳芳妹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204 米報文集. 2013-2015 郭華仁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088 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胡其瑜等作; 張瓊惠, 梁一萍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095 臺灣水彩歷史 楊恩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095 臺灣水彩歷史 楊恩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704 我們一起走過 六年一貫的絕響: 國立師大附中第十一屆實驗班<>巫文隆, 胡慶恆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722 G2奇藝童蒙蒙古貧童藝術與品格教育營成果報告書葛傳宇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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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師大附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大國際紅豆社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8

臺大磯永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出版中心



9789869183321 法斯的物語. 2: 說到愛 法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393 女性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張雙英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002 女性文學視域 顏崑陽等合著;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071 城市中的森林 陳吉斯圖.文; 曾貴麟詩.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118 比天空還遠的地方 黃文倩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132 臺灣的安全挑戰 翁明賢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149 Taiwan's Economic Security Ming-Hsien Wong[作] 平裝 1

9789865608156 村上春樹における両義性(pharmakon) 森正人監修; 小森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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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82218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錄. 101學年度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095 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研究. 2015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101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錄. 104學年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194 教學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 中小學補救教學展望論文集徐加玲總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師培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中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125 憶與軼: 淡江歷史學系創系五十週年紀念口述歷史李其霖主編 平裝 1

9789865608125 憶與軼: 淡江歷史學系創系五十週年紀念口述歷史李其霖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98917 醫生不會告訴你的疑難雜症小偏方 董益慶編整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465 日常小偏方: 隨時應付惱人的疑難雜症 董益慶編整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489 養生必知的小偏方 董益慶編整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54496 美味零油煙!讓新手變廚神的全能料理爐: 蒸、烤、炸、燉、滷、烘焙的100道料理一爐全搞定!喵媽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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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0827 泰國廚藝小旅行: 來去泰國學料理 于美芮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2456 基因色彩護照 衣櫥色彩管理 徐躍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468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健行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基因色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歷史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512 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鍾宜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212529 智慧生活及物聯網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鍾宜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672 給予空間,保持親近: 青少年父母的正念練習 艾琳.史妮爾(Eline Snel)著; 杜子倩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6938689 ACT一學就上手 羅斯.哈里斯(Russ Harris)著; 張本聖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96 被卡住的天才: 用韌性釋放被禁錮的才智 Myrna Orenstein著; 許豪沖, 黃秀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702 諮商心理衡鑑的理論與實務 孫頌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719 說謊之徒: 真實面對謊言的本質 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游琬娟譯 2版 平裝 1

9789576938733 用十力打造實力: 培養幸福生涯核心能力 張德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764 八週正念練習: 走出憂鬱與情緒風暴 約翰.蒂斯岱(John Teasdale), 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 辛德.西格爾(Zindel Segal)著; 石世明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505 臺灣文學與義理思想: 張忠進公職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許嘉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306 逐光: 零下30度與父親同行的冷澈單車旅程 洪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地營自然探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你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彩色鹿文創設計工作坊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6494 SDI教練準則與程序 方景翰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000 北田房呂達川族譜 呂百理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10000 北田房呂達川族譜 呂百理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8338 12分鐘HIIT減重計畫 麥可.思培拉著; 蔡宜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345 不懂這些,別想加薪 劉恭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06 與神為友: 如何建立一份與神的友誼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Jimmy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468 人生是拆不完的禮物: 拆出人生的驚喜, 自在活出智在李淙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581 創意的五十道訣竅: 連賈伯斯、祖克柏都在用的五十個創意小偏方凱文.鄧肯(Kevin Duncan)著; 吳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11 初戀,未完待續 溫暖38度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35 圖解吳神父腳部按摩保健法. 2, 對症按摩,做自己和家人的保健師吳若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710 伏藏傳奇: 蓮花生大士全傳 洪啟嵩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728734 接班人計畫: 決定家族企業未來20年最重要的生存之鑰范博宏, 莫頓.班奈德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25 神之右手: 佩卓.馬丁尼茲自傳 佩卓.馬丁尼茲, 麥克.希爾弗曼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76 裸猿: 一位動物學家對人類動物的研究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著; 曹順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13 獵豹財務長投資的邏輯 郭恭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20 不怕,寂寞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99 對症運動,鬆出好健康 李棟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9229 用十張地圖看懂全球政經局勢 提姆.馬歇爾著; 陳琇玲,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74 姚莉: 永遠綻放的玫瑰 楊偉漢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呂達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周



9789862729373 語言本能: 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洪蘭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2729472 一次搞懂統計與分析: 大數據時代的必勝競爭力大衛.勒凡(David M. Levine), 大衛.史蒂芬(David F. Stephan)著; 游懿萱,李立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89 「金」榜題名38招 羅澤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95 福爾摩斯和第五顆心 丹.西蒙斯(Dan Simmons)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32 唐人傳奇: 中文經典100句 文心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63 對症下手,頭部穴道按摩法 五十嵐康彥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70 美軍四星上將敎你打造黃金團隊 史丹利.麥克克里斯托(Stanley A. McChrystal)等著;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724 妳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90天挑戰計畫 馬克.羅倫(Mark Lauren), 尤利安.蓋林斯基(Julian Galinski)著; 王榮輝譯初 平裝 1

9789862729755 1日5分鐘暖眼操,視力就會好回來 中川和宏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762 隱身魔鏡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貝齊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779 鄰屋幽靈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派特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816 達賴喇嘛的貓. 2, 愉悅的藝術 大衛.米奇(David Michie)著; 江信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23 和你一起過生活: 嚴選36間,妻子、女兒眼中的,建築師的實驗住宅田中元子作; 野寺治孝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30 北野武新道德: 說真話的勇氣 北野武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54 不想成為滄桑前輩,你一定要懂的36件事! 梁成旭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61 超高效K書達人 K書達人教練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78 美聲主廚 邊中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85 翻轉醫療 王明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9892 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九個國家監獄現場實錄,重思公平正義與應報懲罰貝茲.卓辛格(Baz Dreisinger)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15 管理者的對與錯: 43則管理課題解答 何飛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22 人生的對與錯: 44則人生體悟分享 何飛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39 小奇的奇幻之旅: 平行時空是真的嗎?這個心靈故事讓你豁然開朗A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53 從管理企業到管理人生的終極MBA: 迎戰劇變時代,世紀經理人傑克.威爾許的重量級指南傑克.威爾許, 蘇西.威爾許著; 陳琇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29960 人體使用手冊(實踐版) 吳清忠作 平裝 1

9789862729977 人體使用手冊(漫畫版) 吳清忠, 吳嘉維作; TOBY繪 平裝 1

9789862729984 藏傳釋迦牟尼佛傳 格桑曲吉嘉措著; 達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8002 寫作風格的意識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026 遠離地下室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9288033 再難搞的下屬都能帶!從此不再爆青筋的42個應對下屬的技巧橫山信治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040 狼人皮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9288057 當主管要知道的第1件事 林文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071 那個鳥年代 黃聖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8088 被遺忘的古巴人: 臥底記者在古巴20年的生活記實魯多.曼德斯(Ludo Mendes)著; 劉美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095 我家就是國際學校: 波蘭媽媽X臺灣爸爸的地球村教養經驗魏多麗(Dorata Chen-Wernik), 陳怡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5604 追蹤開膛手傑克: DNA科學鑑識解密百年懸案 羅素.愛德華茲(Russell Edwards)著; 傑利.陸荷藍諾(Jari Louhelainen)鑑識; 劉道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628 超高效考試達人 超高效K書教練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635 大唐風: 帝國盛極而衰詩人隨波浮沉 公孫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642 倒楣照相機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愛陵譯 2版 平裝 1

9789869295659 幽靈海灘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均而譯 2版 平裝 1

9789869295666 最後的正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 珊德拉.戴.歐康諾(Sandra Day O'Connor)著; 陳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28 困在身體裡的男孩: 11年動不得,運用心靈力量重生的真實故事馬丁.皮斯托留斯(Martin Pistorius)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35 達賴尊者開示佛子行三十七頌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 蔣揚仁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42 如何做個好法官 理察.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 高忠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59 校園幽魂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言襄譯 2版 平裝 1

9789869302166 古墓毒咒. II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芳智譯 2版 平裝 1

9789869302173 什麼時候不去開會比較好?: 101個讓你薪水更高、升遷更早工作妙點子安東尼奧.韋斯(Antonio E. Weiss)著; 錢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80 動態危機管理 黃丙喜等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0014 挑戰,顛峰之後 江秀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21 360度扭轉迴旋瘦身法,5分鐘精雕顯瘦S曲線 蔡佩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70038 為什麼要在乎?: 斷除世間八法的修心奧祕 喇嘛梭巴仁波切(Lama Zopa Rinpoche)著; 戈登.麥杜格(Gordon McDougall)編; 張春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52 規則的烏托邦: 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 李尚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69 如何寫心經: 書畫家的寫字課,一筆一畫,靜心寫字。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90 屬於我們的無傷時代 東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06 樹的祕密生命 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鐘寶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20 骨時鐘 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37 再忙也能有好生活: 39個練習讓你找到生活好感覺,掌握做好家事的技巧葛晶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44 Fintech金融科技革命: 網路金融新體系,改變你我消費、理財、保險與借貸的未來曹磊, 錢海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12 巴拿馬文件 巴斯提昂.歐伯邁爾(Bastian Obermayer), 弗雷德瑞克.歐伯麥爾(Frederik Obermaiter)著; 竇強翻譯工作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36 SOS七日熱帶排毒瘦身計畫: 不用運動也能健、瘦、美的八十道排毒餐卡塔琳娜.巴赫曼(Katharina Bachman)著; 謝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304 閒散的藝術與科學: 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看我們為何做得更少,卻能得到更多?安德魯.斯馬特(Andrew Smart)著; 陳筱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8499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868505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512 會計事務乙檢學科試題練習本 劉美君, 徐細娟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8529 丙檢會計事務學科試題練習本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536 會計學考前衝刺 徐美玲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543 會計學複習講義. IV 陳奕如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550 電腦會計IFRS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5868567 會資丙檢術科簡易大全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574 會資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報表解析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581 會資丙檢術科超易通 喬傑翔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868604 職校數學隨堂講義. B 林鴻鳴, 吳怡萱, 鍾瓊瑤編輯 第二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059 共生 宋尚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6066 鎮痛 宋尚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56073 普希金小說集 普希金著; 宋雲森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856080 吃書的馬 彭星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6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啟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7383 肯,才有機會 連水養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4984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9冊 2

9789865814991 妙法蓮華經講記. 五 徐醒民主講 其他 1

9789869299701 妙法蓮華經講記. 六 徐醒民主講 其他 1

9789869299718 妙法蓮華經講記. 七 徐醒民主講 其他 1

9789869299725 妙法蓮華經講記. 八 徐醒民主講 其他 1

9789869299732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299749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二 徐醒民主講 其他 1

9789869299756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0529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綠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0567 超圖解米的基礎知識 八木宏典監修;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97 超入門圖解 金融商品投資學 田淵直也作;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96 孤雛淚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著; 林久淵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802 現學現用的圖解力創作技法 中山真敬, 佐藤正人著; 吳建慶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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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30857 超性愛指導手冊!: SEX步驟的190種建議 辰見拓郎, 三井京子合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871 玩色彩!我的草木染生活手作 張學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晨星

送存冊數共計：4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9789864430895 未來20年歐洲變革大預測 喬治.弗列德曼著; 鍾莉方, 高梓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01 讓孩子主動讀書的37個習慣 高濱正伸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18 耳朵瑜伽: 每天1分鐘，超簡單拉耳健康法！ 薄久美子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32 運動營養學超入門: 提升運動成效最重要的是正確的營養補給知識岡村浩嗣著;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49 丟掉窮思想,打造成功的自己 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56 圖解臺灣城市懷舊: 讓時代色彩帶你重溫美好回憶蔡迪鈞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70 蠢方法才是好方法 李奇.諾頓著; 楊豐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87 小腿肚健康法: 小腿肚是人體的「第二個心臟」,可調整五臟六腑且讓血液流通更為順暢大內晃一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94 超圖解零失敗的種菜農法 加藤義松作;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07 當心!網路害死你的貓!: 古道醫生破解各種網路謠言與疾病疑問,給你正確的醫療知識古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07 當心!網路害死你的貓!: 古道醫生破解各種網路謠言與疾病疑問,給你正確的醫療知識古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14 蝴蝶飼養與觀察 洪裕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21 圖解臺灣民俗工藝 謝宗榮, 李秀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38 昆蟲真不可思議: 比人類世界還精彩的蟲兒日常生活丸山宗利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045 動物農莊(中英雙語版)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李立瑋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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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779263 具體與抽象: 換個角度,就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細谷功作;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42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鄧秋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076 電鍋料理王：飯麵鹹點、湯品甜食、家常料理、大宴小酌……廚房大小菜，電鍋就能做！Amand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06 跑馬拉松絕不能做的35件事 中野 ジェームズ修一著; 劉向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13 登山體能訓練全書：運動生理學教你安全有效率的科學登山術能勢博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51 愛麗絲鏡中奇遇 路易斯.凱洛(Lewis Carroll)著; 約翰.田尼爾(John Tenniel)繪; 廖綉玉譯平裝 1

9789864431168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凱洛(Lewis Carroll)著; 李漢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182 佐藤式淋巴痠痛療法 佐藤青兒著; 郭寶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99 與子偕行 楊南郡, 徐如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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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31311 暴走鸚鵡生活雜記 勞飼主作; 魏敏真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505 找到雪球股,讓你一萬變千萬 溫國信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302 堅持: 後勁反五輕的未竟之路 余嘉榮, 姜玫如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155 Business beyond. level 1 Shih-Hsiung Lia[主編]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8836 鼻過敏退散!: 鼻塞流鼻水,熊貓黑眼圈,塵螨和氣喘,通通別來亂!賴盈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843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21天英文文法 張慈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850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微.英.語: 一點一滴用英語,就從今天起!Rit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867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遇見外國人就這樣說: 百變英文旅遊會話隨身書范逸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874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5in1英聽大進擊,靠一招就夠了強森,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881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5秒內說出道地美語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898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跟日本人一起學生活單字小野美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904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做自己的養生專家孔令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911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一眼看懂英文句型尹相元著; 洪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928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 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7000單字題庫高分突破教戰勝經李宇凡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透南風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送存冊數共計：35

國信企管



9789865698935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親子英文文法Nexus Editorial Team著; 洪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942 捷徑文化x生日快樂!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親子英文會話Nexus Editorial Team著; 洪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959 抄來抄去都抄這些!英文E-mail生活必用: 30秒抄完一封信李宇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966 用來用去都用這些! 瘋玩日本旅遊必備日文會話1200句費長琳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430 志工銀行: 為人生種一畝福田 張中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485 全心護健康 陳保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492 臺灣人看大陸.大陸人看臺灣: 兩岸徵文選粹 戎撫天總編輯; 旺報企畫編選 第一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0598 On the move: activity book for young learners Peter Vasil, Melody Chen[作] 其他 1

9789868824003 In flight: activity book for young learners Peter Vasil, Melody Chen[作] 其他 1

9789868250567 Pets and things Peter Vasil 其他 1

9789868250574 The ESL guerilla handbook Peter Vasil, Aaron Connors 平裝 1

9789868250581 Get started: activity book for young learners Peter Vasil, Melody Chen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4913 紙飛機DIY 國家紙飛機全集製作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614920 紙飛機DIY 國家紙飛機全集製作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614968 蓬瀛續弄 曾永義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68 蓬瀛續弄 曾永義編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晨航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商訊文化



9789573614968 蓬瀛續弄 曾永義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75 蓬瀛五弄 曾永義編撰; 周秦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75 蓬瀛五弄 曾永義編撰; 周秦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75 蓬瀛五弄 曾永義編撰; 周秦譜曲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82 李漁戲曲學三論 高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99 臺灣客家戲之研究 鄭榮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2532 流行鋼琴自學秘笈 招敏慧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952594 吉他和弦百科 潘尚文編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9176 Gram's survival english series: Shopping/Travel Aspen Rains[作] 其他 1

9789866469183 Gram's survival english series: In the office/Social mediaAspen Rains[作] 其他 1

9789866469190 Gram's survival english series: Sports/Friends and FamilyAspen Rains[作] 其他 1

9789866469206 Gram's survival english: Food/Daily Life Aspen Rains[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0867 商管所微積分必備1000題 吳限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偉格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809 天葬臺 桑傑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805 攪動人生 果汁機健康裸食聖經: 時令x酵素x益生菌x鹼性=果汁機裸食教主泰絲飲食法100道創意料理泰絲.瑪斯特(Tess Masters); 賀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6730 突破極限: 讓生命更精彩 徐乃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747 乃哥的幸福家庭之道 徐乃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761 這樣「做」,輕鬆贏得溝通好感覺 裘凱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778 溝通,和你想得不一樣: 掌握溝通的真正關鍵 裘凱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785 老子的智慧與現代心靈 陳怡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792 原民頌歌: 張金發 蕭瓊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808 海洋之子: 林天瑞 蕭瓊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815 畫壇才子: 金潤作 蕭瓊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822 風土詩學: 林玉山 蕭瓊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839 四大聖哲: 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 傅佩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96846 莽莽蒼生之英雄本色: 顧盼之間 高志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853 如歌人生 饒夢霞, 陳政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907 陳逢顯藝術專輯: 微雕藝術桃花源 陳逢顯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陳逢顯毫芒雕刻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常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涼音



9789869219907 陳逢顯藝術專輯: 微雕藝術桃花源 陳逢顯作 精裝 1

9789869219914 詠愛碧潭: 消失重生磚雕藝術 陳逢顯作 平裝 1

9789869219914 詠愛碧潭: 消失重生磚雕藝術 陳逢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7076 小三子,回家吧 於梨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7083 黃昏,廊裡的女人 於梨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03 征服雁霧國 黃信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205 2014甲午年鷄籠中元祭主普林姓宗親會紀念專輯林明葦總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3585 基隆與海洋文化論文選集 安嘉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018 眾生祜主 法傑竹巴袞列之傳記 大海之精華 見者得益圖登尼瑪中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聆雅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基市林姓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隆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停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476 新眼光讀經: 最大的財富 胡宏志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483 少年新眼光讀經: 裸身赤腳: 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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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158 奔騰麥森: 靈動雄奇美瓷境界 稅素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187 Everyday english. D上 莊明豐總編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429 感恩天地 官有枝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41467 感恩天地 官有枝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41498 解謎 梁中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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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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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木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932 蜘蛛網中的女孩 大衛.拉格朗茲(David Lagercrantz)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511 國寶莊淑旂博士養生原味餐 莊壽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5731 21世紀教會藍圖 蕭祥修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441 我的第一堂多益課. 超越篇 張秀帆, TOEIC900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814 運動翻轉孩子的未來: 從0歲開始運動 Glenn Doman, Douglas Doman, Bruce Hagy作; 啟端感覺統合編譯部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082 零客訴、令人讚不絕口的服務業英語 池田書店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099 我的第一本新多益聽力課本 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端感覺統合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旌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壽美出版社



9789864540105 我的第一本新多益閱讀課本 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136 專賣在日本的華人!日本語漢字2,136 李成順、陳玉華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40054 新關鍵歷史學測講義 王真, 王強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40078 國文閱讀333 莊溎芬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440085 學測國寫全攻略 張衡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6551 Bonjour Paris!散步巴黎說法語 荻野雅代, 櫻井道子著; 陳琇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568 日本人每天必說的125句 林崎惠美, 山本峰規子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6575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盛世教育譯初版第2刷 其他 1

9789577106582 走到哪說到哪!旅遊會話日語 林育萱, 大場陽子, 立石悠佳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7106599 品茶圖鑑: 214種茶葉、茶湯、葉底原色圖片 陳宗懋等作 初版第2刷 精裝 1

9789577106605 您好!韓國語. 初級 韓語教育推廣研究會著; 張亞薇翻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106612 新TOEIC必考單字600 Lin Lougheed著; 陳珮馨譯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6629 Doodle Invasion小怪獸入侵 Zifflin著; Kerby Rosanes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636 今天來烤麵包吧: 4種基礎麵團X53款美味麵包 荻山和也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201 擁抱幸福生活: 完美旅程的導覽課 梭羅子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梭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康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笛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506 視我.非我: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大師聯展 馬芳渝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601 游偉哲: 明信片作品書 游偉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618 還沒回家 章潔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211 傾斜的天安門: 關於中國的100個常識 陳破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211 傾斜的天安門: 關於中國的100個常識 陳破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228 <>: 容光必照 溫嬪容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0966 做好準備,等待機會全集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86 罵人何必帶髒字全集 文彥博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0895 箭翎紋. 卷肆, 千里歸來 宴平樂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天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才通創意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崇藝術空間



9789865660925 感謝折磨你的人全集. 面對挫折篇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39 箭翎紋. 卷陸, 烽火之殤 宴平樂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9937 武術文獻史料論稿 周偉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44 武術學術批評論稿 周偉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51 無隱錄校註 (清)吳殳原著; 許金印點校註解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75 練步拳圖說 胥以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82 三才劍圖解 胥以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999 傳統楊家太極拳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05 心一拳術 李泰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12 通臂猿猴拳術 張文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29 顧留馨日記(1957-1966): 太極拳史解密二編 顧元莊, 唐才良整理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37536 順武堂太祖羅漢拳武術精華: 吳居所傳彰化系統黃來環, 黃重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43 琉球武備志: 白鶴、羅漢、田都元帥 武學書館藏本; 劉康毅整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23 景文.華夏服務學習實務研討會手冊.第三屆 [景文科技大學]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編製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850 成都慢生活 西門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4867 書卷山城 西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景文科大



9789868754867 書卷山城 西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4874 黔滋味: 外來移民的鄉愁 陳念萱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414 肺腺癌與化學治療 宋瑩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452 神國家裡使徒先知 陳光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929 集郵彙報. 中華民國105年 郵文聯誼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172929 集郵彙報. 中華民國105年 郵文聯誼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5986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華立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044 領隊導遊實務 楊明青等合編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46068 手足護理與彩繪 紀皖珍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6075 鑑湖五脈. 高級班 周國棟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46099 導覽解說實務 陳炳輝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6105 職業倫理與服務學習 黃昌誠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112 觀光餐旅概論 蔡孟桓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129 保險學: 暢遊保險殿堂,人生之旅可免於憂慮恐懼與匱乏蘇文斌, 林宏誠, 陳明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6136 節慶文化與活動管理: 提升臺灣節慶與活動的經營效益,奠定永續觀光發展的基礎黃金柱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143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井柏紳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郵文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復文圖書



9789577846150 臺灣觀光地理 劉惠珍, 何旭初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6167 營養學 賴明宏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181 穿梭文學.探索生命 黃瓊慧等編選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46198 國際禮儀: 含商業禮儀及領隊與導遊禮儀 唐受衡, 林雨萩, 何旻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204 管理學: 迎向多元挑戰 鄭紹成, 高于歡, 陳鉦達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211 主題樂園經營與管理: 一個夢幻創意演出天堂 曾慶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228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精華版) 陳翠芬, 王正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235 創意概論 陳英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259 導覽解說與環境教育 張明洵, 林玥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266 點一盞燈: 尋找文學裡的愛與感動,上 張清文等選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273 旅館客務管理實務 羅弘毅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6280 觀光行政與法規 邱長光, 蕭仕榮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46297 餐旅日語. 基礎篇 王翊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10 航空客運票務: 航空票務.航管業務.地勤運勢.空勤服務郭名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27 旅館客房管理實務: 客房管理達人入門秘笈 吳勉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34 企業倫理 鄭紹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41 休閒運動、觀光餐旅、健康及生活應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2015休閒運動、觀光餐旅、健康及生活應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著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58 觀光產業概論: 發現觀光 產業翻轉 陳宗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65 外國企業來臺第一上市(櫃)的法律風險: 再生案與中晶案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396 點一盞燈: 尋找文學裡的愛與感動,下 張清文等選編 平裝 1

9789577846402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程健行, 陳善珮, 李奇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419 穿梭文學.探索生命 黃瓊慧等編選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46464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 鄭殷立, 郭蘭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471 餐飲管理實務 胡宜蓁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488 管理學: 建立觀光休閒事業的競爭優勢 邱繼智, 黃榮鵬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501 國際博弈產業服務資格認證試題指南 李奇嶽等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6179 箴言淺釋 郭榮華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96352 新手老闆的稅務工具書 謝春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3945 筆記大自然 Clare Walker Leslie, Charles E. Roth著; 羅幸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8133952 拓印大自然: 香藥草、水果、花之自然拓印 Laura Donnelly Bethmann著; 湯允嬿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282 超靈性崛起: 讓生命展現奇蹟的力量: 沈嶸魔法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46299 超越因果祕錄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2768 沉醉東法: 阿爾薩斯.洛林.香檳 李宗芳文; 蕭順益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75 外食真享瘦: 營養師教你挑對食物&掌握分量 陳怡錞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82 日本東北的四季漫遊 小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99 日本怪好玩: 這些玩法好另類! 邱明琪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鄉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喜羊羊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稅旬文化



9789861922805 古巴Discovery: 雪茄、棒球、老人與海 陳光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812 「義」見鍾情: 義大利北部之旅 李馥文; Karl Wang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843 人生有法度!最想問心理醫師的52個人生難題 賴仕涵, 蘇渝評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128 人生寶典: 中華文化千年不朽的處世智慧 誠敬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42 應對失眠的簡單療癒疑問巧答100 杜永成, 黃立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59 很小很小的小偏方: 常見病一掃而光 土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80 易經占卜: 大師教你自己看演掛. 初級篇 朱恩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197 怎樣吃最長壽: 延緩衰老,先要吃對,後要吃好 蔣家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10 情緒操控術: 即使有一萬個苦悶理由,也要有一顆快樂的心李問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27 你不可不知的排毒解毒100招 程朝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34 全世界十幾億人都在用的小偏方 趙國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58 周易新解 張善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65 三十六計新解 陳相靈, 王曉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272 醋療驗方: 中國歷代日常生活常見病療法 康永政, 康旭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26 10分鐘足浴養生: 快速袪除人體的各種疾病 史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33 失落的百年致富聖經 華勒斯.華特斯(Wallace D. Wattle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57 情緒心理學: 破解快樂背後的超完美行為控制術李問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64 養生不用靈丹妙藥: 健康的心態勝過10帖的補藥漆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71 最適合百姓的中醫養生絕學 王清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88 引爆潛能: 喚醒你心中沉睡的巨人 安東尼.羅賓(Anthony Robbin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395 世界潛能大師的16堂奇蹟訓練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ne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01 中醫醋療寶典: 用醋也能快速治百病 康永政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18 很小很小的小偏方: 中老年疾病一掃而光 土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25 肢體語言心理學: 瞬間捕捉陌生人的微表情 張榮妹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志文化



9789865636432 每天讀一點博弈術: 事業成功將會大大的提升 李問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49 簡易中藥手冊: 有病治病,無病強身,百益無一害 趙國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56 周易三才學 朱恩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63 女人的福是修來的 陳靜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70 烏合之眾: 大眾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原著; 吳松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87 祖傳救命小偏方 吳曉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494 微表情心理學: 一眼就能看穿他人的內心世界 王志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3954 臨床症狀護理 陳偉鵬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3978 產科實習手冊 李淑杏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985 健康問題與護理評估: OSCE之應用 李國箴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509 最夯的微運動: 來自上海的浦西拳養生操 黃宗瀚, 黃紫晴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789 迦密甘霖 謝順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893796 迦密甘霖 謝順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893802 活讀提摩太前後書 林永基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腓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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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發言平臺創意整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8283 銷售收款循環查核: SAP ERP客戶資料管理有效性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9272728 財金大數據資料分析: 運用Benford's Law進行地雷股偵測與分析黃秀鳳作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081 王不見王. 2, 勾魂玉 樊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098 夫君們,笑一個. 5, 總有妖孽等妳收 逍遙紅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817 傾城毒姬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286848 傾城毒姬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072 天上的醫治室 黃讌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2072 天上的醫治室 黃讌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641 3個字搞定日語會話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665 砍殺哈妮達!用單字學韓語會話 雅典韓研所企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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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黑門山

傑克商業自動化



9789865760434 披肩&斗篷的時尚編織 潘美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458 舌尖上的私房麵點 黃春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220 臺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 漫畫組&手機漫畫組. 2015第四屆杜書毓, 游傳盛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237 臺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 插畫組. 2015第四屆邱小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4812 中文閱讀與寫作 鄭建忠, 諶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616 會計學 許崇源, 林容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917623 會計學 鄭立仁, 王坤龍, 曹淑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917630 Corpus-mediated ESP Instruction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Pi-Ching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654 顧客關係管理 陳水蓮, 林書旭, 楊婷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661 教育服務業連鎖暨加盟營運管理之研究: 概論與案例探討唐玉玫, 戴育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678 研究方法 楊政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685 財務報表分析 黃瓊慧, 林鳳儀, 李先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17692 會議與展覽: 閱讀會展密碼 周幼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708 透視財務報告奧秘手冊系列. 一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240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6呂莠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拓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林斯頓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443 金剛演義 迂園道一著 其他 1

9789869122450 新的家鄉 門都右作 平裝 1

9789869122467 生命如時(中英對照) 拉加蘭姆(M. Rajaram)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3661 臺灣歌謠的春雨: 傳.鄧雨賢 臺灣鄧雨賢音樂文化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33678 臺灣抗日人物集 徐康等著; [臺灣抗日叢書]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33685 臺灣抗日人物集 徐康等著; [臺灣抗日叢書]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33692 臺灣抗日人物集 徐康等著; [臺灣抗日叢書]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18504 臺灣抗日團體 [臺灣抗日叢書]編寫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11 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 徐康, 吳藝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28 臺灣光復 吳藝煤, 徐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59 中華文化小百科. 二, 文化精華 蔣成峰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66 易經: 開啟天書的鑰匙: 龍騰天下首部曲 戴振琳, 徐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73 中華文化小百科. 三, 衣食住行 種方, 高中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80 易經: 開啟天書的鑰匙: 龍騰天下二部曲 戴振琳, 徐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597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吳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696 史上最具爭議的十大太監: 心最狠、貪最多的天子家奴史明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02 解答人生艱難問題的簡單智慧 蘿蕊.德絲坎(Lori Deschene)著; 藍曉鹿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晶冠

送存冊數共計：1

普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682 PhotoCap 6影像奧運會 江鐘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699 非常好色9美工奧運會 許儷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05 Windows 7電腦奧運會 許顥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774 老外都醬說!生活英語 考特尼.沃勒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59781 老外都醬說!職場英語 梅根.珀維斯, 約書亞.H.派克, 方振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59798 王牌業務員的促銷勝經,21招教你賣到缺貨 黃毓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507 老外都醬說!旅遊英語 詹姆斯.威廉姆斯, 約書亞.H.派克, 方振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8514 完美醬料全書: 暢銷增訂版― 廚藝零失誤全靠這一味,輕鬆做出五星級料理的萬能烹調醬曾良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288521 錢進日本: 達人帶路,東京房地產完全攻略 林彥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0678 英文關鍵必備會話,老外天天都在說! 廖俞晴, 吳昀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85 英文關鍵必備句型,老外天天都在用! 凱信語研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6671 簡筆畫舒壓著色: 超療癒小靈感5000個 涂涂貓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凱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無限可能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開企



9789865916718 怎麼說比說什麼更重要 徐麗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749 英文溝通零距離,跟任何人都能用英文聊得來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756 老外365天都在用的生活英語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763 女生,練習一個人旅行 姜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770 用故事教小孩子最有效 黃文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787 原來如此!日本媽媽這樣教孩子 黃文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16794 不抱怨的智慧!: 扭轉人生的祕密信念 林少波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511 大使命 林泰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1528 成人主日學講義: 成聖之道,從得救到成聖 林泰鐘著 初版 其他 第一冊 1

9789869151535 成人主日學講義. 第二冊: 門徒的大使命 林泰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1542 成人主日學講義. 第三冊: 修齊治平集 林泰鐘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064 第一本咖啡拉花教科書: 200款Step by Step 學習基本技巧都基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071 圖解西遊記 (明)吳承恩原著 平裝 1

9789865611101 圖解西藏密宗 洛桑杰嘉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118 圖解藏密財神法 諾布旺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149 產後育兒大百科 孟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163 新編唐詩三百首 蘅塘退士選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冠拼音書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威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476 特殊教育制度 郭美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83 踏上勇氣之路: 我們是夢想者聯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1490 Inspiration UK留學大不列顛: 人社商管領域你需要知道的事英國文化協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09 撐起大帳篷 滾動大時代: 企業志工的全球創能實踐肯恩.艾倫(Kenn Allen)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16 轉念,愛飛翔: 10位抗癌鬥士擁抱世界的力量 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23 小宅餐桌: 一個人開伙也幸福 許蓁蓁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30 13億華人瘋傳神奇食癒力: 101道中醫養生營養療法朱惠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47 靈猴賺乾坤: 全臺財神廟保庇巡禮 張天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61 營養的力量: 修復大腦的關鍵元素 William J. Walah原著; 蘇聖傑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4178 管就要管得有道理: 公共參與,找到影響世界的位置吳英明, 柯志昌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6526 不良戀情 吳承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262 美味食譜不藏私: 親子饗宴X頭好壯壯就從吃開始辰巳出版株式會社等著; 劉秀群,鄒佳紋,阿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279 Linux進階系統管理專業應用國際認證實戰通關寶典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286 隨手塗鴉筆筆出色: chunso彩色筆個性畫法X畫出各式有趣的小物李正賢,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293 安全技術與應用: 雲端運算X巨量資料 張尼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600 腰瘦好美味: 78道溫暖身心的家常湯X120道嘴饞好料理李英姬, 禹貞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693 運動健康一起來: 臉部皮拉提斯X天天蔬果汁 Jin San-Ho等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109 大廚上菜: 必備消暑美饌RecipeX食指大動的華麗小點心李德全, 稻田多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116 進擊的畫畫達人: 公仔插畫X衣著皺褶繪製技法大公開廣まさき, 力ジ力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玲整合行銷



9789869240123 掏光積蓄也要去: 春夏秋冬必遊絕景 鄭淑永, 尹英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99861 網路行銷概論 Judy Strauss, Raymond Frost著; 洪慧芳譯 七版 平裝 1

9789576099885 國際經濟學: 國際金融 Paul Krugman著; 林柏生等譯 十版 平裝 1

9789576099892 國際經濟學: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Paul Krugman著; 林柏生等譯 十版 平裝 1

9789576099908 現代管理學 Stephen P. Robbins, David A. DeCenzo, Mary Coulter作; 洪緯典編譯九版 平裝 1

9789576099915 廣告學 Sandra Moriarty, Nancy Mitchell, William Wells作; 陳尚永編譯十版 平裝 1

9789576099601 組織理論與管理 溫金豐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922 成本會計學 Charles T. Horngren, Srikant M. Datar, Madhav V. Rajan著; 葉金成等譯十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6099939 貿易融資兼論信用狀業務: 圖解UCP 600&eUCP 蔡緣, 翁正忞, 劉淑琴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6099946 國際貿易實務 蔡緣, 翁正忞, 劉淑琴編著 三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6099953 貨幣銀行學 黃昱程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6099960 財政學 徐偉初, 歐俊男, 謝文盛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6099977 統計學 萬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99984 個體經濟學 蔡攀龍, 張寶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099991 創業管理: 策略過程動態視角 朱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1270 新編公共衛生護理學 王淑諒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607 新編老人護理學 謝惠玲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966 食品分析實驗 王美苓, 周政輝, 晏文潔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2031 新編生物技術概論 孔建民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2055 分子生物學概論 吳游源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泰



9789863622062 觀光資源概論 徐貴新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109 餐飲環境管理實務 王宇傑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352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以通識課程性別平等教育為例劉嘉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406 新萬用情緒卡及情緒貼圖日記使用手冊 劉嘉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420 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成果報告書綜整. 102-104學年劉嘉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437 教育部輔助通識課程革新計劃「幸福加油站」課程報告書劉嘉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933 菊花開: 馮輝岳客家童謠創作集 馮輝岳作; 馮若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1933 菊花開: 馮輝岳客家童謠創作集 馮輝岳作; 馮若嵐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2527 傲慢與偏見: 無關對與錯的真摯情愛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534 少年維特的煩惱: 熾熱無悔的愛戀 約翰.沃夫岡.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著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565 船本里美の拼布: 一學就會的可愛布作 船本里美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572 刺繡人×夏日色彩學: 私の手作COLORFUL DAY!: 彩色故事刺繡VS手感瑞典刺繡日本ヴォーグ社作; 張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589 Winner or Loser?贏在起點的12項自我修練: 企管顧問無私傳授掌握關鍵&勇於實踐的職場生涯規畫書顏長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596 Cosplay超完美製衣術.COS服的基礎手作 日本Vogue社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02 寶貝專屬的手作鞋&布雜貨: 37款媽咪最愛的手作寶貝禮薛素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2619 自學OK!初心者的第一本美甲教科書 兼光アキ子監修;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33 法式甜點完全烘焙指南 大山榮藏著; 夏淑怡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640 蕭卉蓁陶雕塑 蕭卉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57 質感女孩x優雅LOOK: 日常百搭の布作胸花 村上伊万里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671 輕鬆學會看命盤的第一本書 廖純德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夏書坊



9789863022749 斉藤謠子のElegant Bag Style.25: 職人特選的實用拼布包斉藤謠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770 全圖解裁縫聖經: 晉升完美裁縫師必學基本功 Boutique-sha作; 方嘉鈴等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2985 自然風女子的日常手作衣著 美濃羽まゆみ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992 簡單就很動人!初學者の流蘇穗花手作課: 一本學會春.夏.秋.冬.波西米亞style玩美配飾:耳墜.包包掛飾.髮飾.靴子配件.家飾布置......SAAYA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05 素顏力: 50個皮膚關鍵知識 陳瑞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12 Mini!Mini!指尖上的鉤織動物偶 寺西惠里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29 Cotton friend手作誌: 設計師の春日穿搭計劃: 完美打造你的印花潮服&日常手作包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周欣芃,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36 LOOK!襪子娃娃72變: 一種版型,玩出無限創意 陳春金, KIM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043 Patchwork拼布教室: 職人私藏特選版 拼布迷必備の經典學習指南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67 Happy Zoo: 最可愛の趣味造型布作30+ 胡瑞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098 Patchwork拼布教室: 擁抱春天の美麗布作新美學BOUTIQUE社授權; 瞿中蓮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35 不瞎忙自我管理術,27個變身高階主管的黃金法則: 掌握3X3X3工作要點,拉高身價&翻轉位階,順利攀爬職涯天梯!顏長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142 無拉鍊設計的一日縫紉: 簡單有型的鬆緊帶褲&裙Boutique-sha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235 亂世出英雄!小資屋婆低點購屋術 賴淑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15 山海的傳唱: 感恩!祭典之美: 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成果展. 第六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125 日子過得空白一點也不錯 邢悅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智庫雲端



9789869246132 燕燕于飛 洛書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46149 來電 許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46156 曾人口詩草 曾人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156 曾人口詩草 曾人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163 羊宇宙的沉默 銀色快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511 大道釋疑. 卷四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342 臺諺解說. 第四輯 盧繼寶撰文; 林月娥注釋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08 設計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建築學系編輯部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776 老人用藥安全 李世代, 林香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783 以實務觀點談: 連鎖與授權加盟 王大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790 喪禮服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 王別玄等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6090806 會展產業概論 陳淑莉, 方婷婷, 陳玉蒼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9789866090813 餐飲管理 陳振芳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544 臺灣詩人紀實書寫的主題實踐 陳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819 你夢見電子羊了嗎?第N次毀滅,重新來過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9826 床邊故事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521 解讀革命<> 伊恩.布凱能(Ian Buchanan)著; 蔡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45 愛的兩國論 鴻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52 對號入座 蔡仁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69 衛生紙+. 31, 限制級 鴻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620 多益考試不用怕: 只背核心500單字就好 陳憶如, 張惟懽, 鄭仲婷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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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458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王見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65 我的爸爸是總統 黃光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72 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 王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96 漢傳佛教、宗教儀式與經典文獻之研究: 侯沖自選集侯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502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8 王見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540 臺灣釋教喪葬拔渡法事及其民間文學研究: 以閩南釋教系統為例楊士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1986 休閒遊憩產業概論 陳宗玄, 張瑞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013 中國政府與政治 朱光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082 組織行為 丁志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05 兒童社會工作: SWPIP實務運作 郭靜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43 中華民國憲政發展與修憲: 一九四九年以來的變遷齊光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82150 Consumer personality, values and lifestyles in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Sheng-Ping Tao[作] 平裝 1

9789862982167 咖啡: 從咖啡豆到一杯咖啡 Robert W. Thurston, Jonathan Morris, Shawn Steiman編; 張明玲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7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打開天窗說量化 羅清俊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82181 服務業管理概論 張建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98 文化觀光: 原理與應用 楊正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204 創意生活產業的創新經營與創意價值: 經營者與消費者雙向分析羅雁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211 客艙安全與健康管理 萬光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228 運動傷害: 急救、預防、安全 蕭秋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235 旅館經營管理實務 楊上輝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242 傳播理論 郭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280 生涯發展與規劃: 為職涯發展做準備 王淑俐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揚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135 高中異數學. 第四冊第四章, 二次曲線 賴昱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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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冊 1

9789864480159 高三選修歷史複習大全. 上、下 郭敬, 郭銓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66 學測國文大神通(形音義成語詞語) 陳益泰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419 陳留堂謝氏族譜 謝榮坤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3757 中部技職院校行銷與流通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第六屆李素箱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178 服務業創新研發實務: 以某溫泉業者為例 劉素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185 綠色與運動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6 李素箱, 鄭政宗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31185 綠色與運動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6 李素箱, 鄭政宗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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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陽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休閒系

送存冊數共計：16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晶企業



9789865631130 「創客聯盟Maker Union」國際競賽培訓暨設計工作營謝銘峯主編 平裝 1

9789865631130 「創客聯盟Maker Union」國際競賽培訓暨設計工作營謝銘峯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161 第十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第六屆臺灣網路智能學會學術論壇. 2016李麗華, 曾顯文, 李金鳳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192 朝陽科技大學「產學同步、創新加速」論壇暨2016第17屆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素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084 天地根斗數八字合參正見 簡志昇, 吳心慧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24 名人八字與實際案例 施長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31 卦理說真. 股票、財運篇 石世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48 大師珍藏符咒秘笈 永靖大法宗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62 由理氣原則學習飛宮紫微斗數 江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835 巴黎風味餐桌: 55道法式家常,優雅賞味食光 崔妍貞, 崔智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14 大師運鏡. 3, 邁向頂尖的100種電影拍攝技巧,突破平庸的鏡位設計與導演思維克利斯.肯渥西(Christopher Kenworth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52 日本北陸鐵道假期: 搭新幹線拜訪最美的富山.金澤米多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朝陽科大資管系



9789869261869 我買了一個女孩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作; 徐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83 早上最重要的3件事: 習慣並且去做,30天改變人生的行動魔法張永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18 一平方公尺的宇宙: 我們的島,大型阿生的自然生態觀察林介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932 迷上新加坡: 美食.購物.樂園隨行規劃聖經 慎重淑, 金英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3140 正宗風水巒頭理氣至寶全書 陳建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504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5 author Imran Durrani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89511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6 author Imran Durrani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5717 空調節能流言終結者 何宗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1261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791278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791285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791179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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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達節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進源



9789865791186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91193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91209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91216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91223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791230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91247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91254 廣成儀制縮印本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91292 道教靈籤研究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91308 道教靈籤研究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91315 道教靈籤研究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91322 道教靈籤研究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91339 道教靈籤研究 黃福祿總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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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41441 當中東遇上遠東 葉品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297 先讓英雄救貓咪. 2: 好萊塢賣座電影劇本大解密布萊克.史奈德(Blake Snyder)著; 黃婉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506 素人學插畫: 15分鐘掌握風景素描的技法與要點拾光絵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夢千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7

雄獅



9789862101513 矽谷成功經濟學 童振源, 方頌仁, 陳文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520 兩岸政策藍皮書 童振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0934 SolidWorks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基礎零件篇 吳邦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941 設計模式: Android原始碼解析與應用 何紅輝, 關愛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958 職業駭客的告白: 軟體反組譯、木馬病毒與入侵翻牆竊密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965 R語言: 數學計算、統計模型與金融大數據分析 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972 絕對無料: MIS網管達人的工具箱 酆士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989 Excel VBA 757個最強活用範例集 渡辺ひかる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148 生日快樂!(藍本) 楊絢撰文; 馬里斯繪圖 精裝 1

9789869173155 Happy Birthday!(藍本) Xuan Yang[撰文]; Malis[繪] 精裝 1

9789869173179 生日快樂!(黃本)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精裝 1

9789869173186 可愛的仙女!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精裝 1

9789869173193 晚安!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精裝 1

9789869270007 自然觀察 俞理娥撰文; 金昭羅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14 Smart watch律動英文童謠 Blue Rabbit撰文; Early Spring Le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70021 廚房遊戲有聲書 Akio Kashiwara撰文; Luli Bun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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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雅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碩文化科技



9789866927324 悠悠醫者心: 半世紀獻身臺灣兒童醫療的故事 黃富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331 如何戰勝恐懼 高賽特(Don Gossett)著; 彭海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348 微聲盼望 王貞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355 沐光行旅 王貞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348 生產管理品質(精選版) 翁田山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916 漆韻生動: 黃麗淑漆藝師生聯展專輯 黃麗淑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105 幽波 林美冬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021 臺灣國寶牛樟芝藝術美學作品: 心-思之旅 葉勝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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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勝輝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樂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漆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魁科技顧問



9789864100057 印心寶鑒: 直指擊要 蓮花生大師等原著; 丹貝旺旭仁波切著疏; 慈誠達瓦譯注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064 印心寶鑒: 虛空無雲 蓮花生大師等原著; 丹貝旺旭仁波切著疏; 慈誠達屋瓦譯注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071 印心寶鑒: 立斷寶典 蓮花生大師等原著; 丹貝旺旭仁波切著疏; 慈誠達屋瓦譯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911 牡丹技藝: 田金生牡丹技藝專輯. 2015 [田金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7928 牡丹技藝: 田金生牡丹技藝專輯. 2015 [田金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61463 Fun box book Beat Eisele[作] 2nd ed. 精裝 第1冊 1

9789575061494 Fun box book Beat Eisele[作] 2nd ed. 精裝 第2冊 1

9789575061500 Fun box book Beat Eisele[作] 2nd ed. 精裝 第4冊 1

9789575061487 Fun box book Beat Eisele[作] 2nd ed. 精裝 第5冊 1

9789575061517 Fun box book Beat Eisele[作] 2nd ed. 精裝 第6冊 1

9789575061524 Play sing and learn. book A(Big book) Beat, Catherine Eisele[編] 平裝 1

9789575061531 Play sing and learn. book(Big book) Beat, Catherine Eisele[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061548 Play sing and learn. book(Big book) Beat, Catherine Eisele[編]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2993 歡唱自然 畫情詩意 陳陽春彩繪; 張寶樂詩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32993 歡唱自然 畫情詩意 陳陽春彩繪; 張寶樂詩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華德博英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雲樓書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撒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708 普通高級中學生涯規劃 謝宇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917 茉莉花在中國: 鎮壓與迫害實錄 華澤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77924 茉莉花在中國: 鎮壓與迫害實錄 華澤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77948 啟夢卡 張波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955 撞球檯邊的數學家: 拉拉雜雜扯數學 黃敏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962 最後一節車廂 謝予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7979 主動思考: 貼近數學的心跳 陳建誠, 許慧玉, 楊凱琳編著; 林福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986 社區醫師的生涯錄像 洪德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7993 監督力: 翻轉國會新政治 黃秀端等著; 顧忠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6310 P6在營建工程排程與成本管理之應用 曾浩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416 青雲之軸 陳舜臣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423 憤怒的菩薩 陳舜臣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普錸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786 骨董. 2016 骨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068 汽車駕照應考手冊 智繪文化編 平裝 1

9789868964075 機車駕照應考手冊(1617題版) 智繪文化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405 城市新亮點: 瘋夢想 住幸福 享美食 林玉卿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3025 <>與夏商周年代研究 張富祥著 平裝 1

9789865663551 藝術文化的興業管理 謝榮峰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3568 博物館管理新視界 陳尚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3568 博物館管理新視界 陳尚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3599 書法的形態與闡釋 邱振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3605 當日本A片遇上華人慾望: 性別、性相、色情品的文化理論王向華, 邱愷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3612 Advances i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Cheng F. Lee, Alice C. Lee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63636 自比較法學之觀點探討個人資料保護法 范姜真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276 書法 邱振中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創意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文化



9789864370283 經學研究論叢. 第二十二輯 陳玫玲等作; 林慶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290 謀略與關係: 當代華人的管理思維 喬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06 當代藝術教育研究新視野: 藝術教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石[]和宏等作; 趙惠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20 跨國主義分析全球局勢: 法國觀點. 2014 Robin Baraud等作; 約瑟琺.拉羅許(Josepha Laroche)主編; 跨國主義研究中心中文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37 蕭繼宗先生研究. 生平交遊篇 王建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44 友情與私利: 一個在香港的日資百貨公司之民族誌王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68 蕭繼宗先生研究. 詩與詩學篇 王建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75 蕭繼宗先生研究. 詞與詞學篇 王建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399 Advances in quantitaive analysis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Cheng F. Lee, Alice C. Lee作 平裝 1

9789864370429 大陸臺商的族群認同與公民身分: 一個於東莞、昆山所進行之場域論的田野研究衛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0443 正義的激情 吳豐維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370481 Advances in investment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906 世紀回旋. II, 鄭月妹畫選 鄭月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500 淨化禪: 讓您脫胎換骨 隆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2581 色鉛筆的靜物技法: 層疊透亮的彩鉛藝術 阿琳.斯坦伯格(Arlene Steinberg)著; 周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598 水彩畫的訣竅: 75個讓你成為繪畫達人的水彩畫技巧凱茜.約翰遜(Cathy Johnson)著; 劉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禪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一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華瀛藝術中心



9789866142604 油畫肖像經典技法 克麗絲.薩珀(Chris Saper)著; 路雅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611 油畫風景寫生與創作 凱文.D.麥克弗森(Kevin Macpherson)作; 趙董榮, 李思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628 奇幻角色創作 英國IMAGINEFX編著; 李丹丹, 張鈺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2635 數位動漫藝術 英國IMAGINEFX編著; 夏志玲, 張鈺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2642 電玩遊戲設計 英國IMAGINEFX編著; 馮岩松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42659 構圖的訣竅 芭芭拉.努斯(Barbara Nuss)著; 王潔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666 創新的視角 瑞秋.魯賓.沃爾夫(Rachel Rubin Wolf)編著; 方燕燕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673 變幻的形式 瑞秋.魯賓.沃爾夫(Rachel Rubin Wolf)編著; 李之瑾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680 多變的線條 瑞秋.魯賓.沃爾夫(Rachel Rubin Wolf)編著; 韓子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697 美妙的光影 瑞秋.魯賓.沃爾夫(Rachel Rubin Wolf)編著; 張守進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2703 風景水彩畫技法 凱瑟林.吉爾(Catherine Gill), 貝絲.敏思(Beth Means)著; 劉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12574 即學即用臺語會話 吳宏逸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2963 性感英語 莫非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2994 超easy俄國話初學者應急會話速成 沈澄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007 英文速讀法 DAVZD SEll, Dr. Wey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014 如何用英語介紹臺灣 顏元叔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574613021 日語入門 王壬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038 把英文文法老師帶回家. 初級 鄧樹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045 英語習慣用語用法寶典 顏元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613052 精通商用英語閱讀文法 顏元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069 跟我學說生活臺語(閩南話)會話 林仙台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076 這個英文字的由來?: 英文字源趣談 顏元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083 賞閱英美文化拾趣學英語 趙立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090 英文同義字(近義字)用法典範 顏元叔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萬人



9789574613106 俄語發音入門 張金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113 賞閱幽默極短篇學英語 夏清祥, 吳艷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613120 新方法自學商用英語會話大全 鄧樹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137 跟我學說上海話應急會話 毛靜彥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144 英文文法即時查全書 顏元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7912 圓通無礙 山高水長: 圓山故事. 2 施筱雲採訪撰文; 陳愷璜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6694 上司心機愛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00 暖心貴公子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17 我的相公是隻鬼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24 小鬼代選妻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31 妾身見鬼了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48 茶莊女掌櫃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55 總經理啃綿羊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62 大稼閨秀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79 孕妻出逃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86 男傭跨過界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793 香一個,店長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09 醫門好親事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16 更新另一半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23 嫡妻這大業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圓山大飯店



9789862886830 哪來腹黑郎 裘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47 白兔甩少東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54 娶妳添好運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61 娘子純釀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78 千金謀婚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885 哥兒們不設防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347 100道受幼兒歡迎的超人氣食譜 日本WILL兒童知識教育研究中心著;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361 Stinna媽媽手作幸福料理 Stinna Tsa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378 營養師&兒科醫師兒童飲食配方 李婉萍, 葉勝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385 股市憲哥的親子理財學 賴憲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408 心理師爸爸的小心育嬰筆記 林希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108 沉香之美: 鄭堯錦的沉香雕刻藝術 陳逸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296 孫中山郵票珍藏冊. 1955-1974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9285407 古物郵票珍藏冊. 1961-1989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9285414 古物郵票珍藏冊. 1990-2015 蘇士哲作 精裝 1

9789869285421 鄧麗君版張郵票珍藏冊 蘇士哲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源中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新手父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5958 玩黏土.作陶器.可愛北歐風別針77選 BOUTIQUE-SHA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65 New Open.開心玩!: 開一間超人氣の不織布甜點屋堀內さゆり著;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5996 可愛100%.超吸睛!138款超簡單不織布小玩偶 Boutique-Sha著; 夏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07751 可愛到不行的不織布點心: 看了超想吃的20款人氣點心+N整變身裝飾法寺西恵里子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73510 雜貨迷超愛の木器彩繪練習本: 20位人氣作家x5大季節主題.一本學會就上手BOUTIQUE-SHA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27 Free Style!手作39款可動式收納包 看波奇包秒變小腰包、包中包、小提包、斜背包......方便又可愛!BOUTIQUE-SHA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34 不織布Q手作: 超萌狗狗總動員! 陳春金, K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41 實用度最高!設計感滿點の手作波奇包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58 晶瑩剔透超美的!繽紛熱縮片飾品創作集一本OK!完整學會熱縮片的著色、造型、應用技巧......Nana Aku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65 文具控最愛の手工立體卡片: 超簡單!看圖就會作!祝福不打烊!萬用卡x生日卡x節慶卡自己一手搞定!鈴木孝美著; 黃盈琪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0679 全方位整體造型: 新娘秘書認證篇 詹惠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67568 專業服務: 應用倫理學 古旻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68565 解剖學 賴明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0921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等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300938 生活科技 王力行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94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 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952 旅行業經營管理: 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 謝世宗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0969 化學 紀致中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0976 工業通風 林子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983 生活科技 陳仰賢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文京開發



9789864300990 化學實驗: 化學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解析林麗惠等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1003 視光儀器學 王朝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010 投資理財實務 林秋堂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1027 顧客關係管理: 創造關係價值 胡政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034 美容保健概論 邱秀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041 內外科臨床醫護手冊 李芸湘, 邱飄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0839 環境生態學 朱錦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0884 電氣安全 鄭世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058 彩繪造型設計: 髮型、化妝、彩繪等整體造型設計畫呂姿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1065 職業衛生概論 鄭世岳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072 工程倫理 張東文等編著; 陳洸艟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089 解剖生理學總複習: 心智圖解析 莊禮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096 靜力學 張超群, 劉成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102 法律與生活 林詮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119 應用統計學 李城忠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1126 新編環境與生活 陳健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133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技術士乙級技能檢定學科題庫總整理曾相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140 美容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數位寶典 徐珮清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1157 創造學: 理論與應用 經觀榮, 王興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164 數位邏輯設計 戴江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171 內外科護理技術 翁淑娟等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1188 食品感官品評: 理論與實務 劉伯康, 莊朝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195 職業安全概論 鄭世岳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2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曹文馨, 陳泓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218 普通化學 陳明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225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實務演示全攻略歐美琳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232 生活禮儀 陳光憲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249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兒科護理學 羅高文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256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內外科護理學 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1263 現代美學 呂姿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270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產科護理學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294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病理學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300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賴志河等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317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解剖生理學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第九版 其他 1

9789864301324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滿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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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01348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基本護理學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355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精神科護理學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362 Altium Designer電路設計國際認證: 使命必達 張義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1379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藥理學 黃安正等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4301386 工業配線丙級術科: 使命必達 張益華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1393 專題智作: 任我智製 程兆龍, 張義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1416 郵輪旅遊概論 呂江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932 自助遊一本就GO!玩遍港澳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49 (彩圖版)圖解資治通鑑 崔曉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56 自助遊一本就GO!玩遍韓國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63 自助遊一本就GO!玩遍東南亞海島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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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6611 Blue chip. 2 Benjamin Johnson[作]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月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9566 彩虹村 曹舒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0176 酒田戰法投資學: 新執行長: 三火三箭四重點 小關也朱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183 艾略特波浪經典(完整版): 左邊的那三座大山 希普爾(David Hipp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190 雷鮑夫10字新法則: 備忘錄: 憤怒的葡萄散戶 麥唐納(Bernard MacDona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06 寶塔線百戰百勝: 門檻: 大家都在做與不做的事 柯爾(Alan Co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13 選擇共同基金: 看門道: 來自地水火風的利基 羅奇(Andrew Roac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20 3s曲線終極贏家: 天使基金: 大富來自興櫃上櫃 漢德克(Dennis Handk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37 賽局理論K線博弈: 做快樂的豬或痛苦的蘇格拉底羅奇(Andrew Roac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44 金字塔操作模式: 鳥人執行長: 操盤叫我第一名 羅奇(Andrew Roac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51 紡錘K線羅生門: 匠師選股: 四低男與四低女 紐曼(Cary New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68 箱形K線理論: 百年圭臬: 潘朵菈盒子與承諾 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75 當沖量價走勢圖: 內外盤: 見證奇蹟的對帳單 布蘭德(Victor Blind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82 %R威廉指標判斷: 錢途: 美國窮子變富翁的要訣佛格森(Jeff Fergu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299 圖形交易技巧最利: 受騙: 哈佛教授的第6個忠告麥唐納(Nick MacDonal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05 高級K線分析: 盾與燭: 蘭伯特勝過巴菲特 歐立克(Manfred Orli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12 四季股票K線套利: 橫財一定發投資穩穩賺 葛雷特(Frank Garr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29 K線圖領先指標: 要五毛: 從甜蜜點成功出擊 希普爾(David Hipp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36 經絡穴道組配: 排毒: 健康的第九個敵人 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43 經絡與穴道:點穴: 健康的七個敵人 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50 祕傳丹鼎氣功: 龍門祕旨: 陳希夷24氣導引 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獅友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史子集



9789863910367 塔木德經. 3, 芮葩珀: 一個不斷被轉載的數字 克雷德(Robert Cree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74 新易經七爻變: 附錄: 了凡四訓原文精義 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81 西藏密宗氣功: 神通: 顯學與密修瑜伽四部 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398 K線圖黑馬大趨勢: 首富: 尋找第四顆毒蘋果? 柯爾(Bernard Co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33 改變命運的祕法. 1, 北極星: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墮河而死 當奈公何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33 改變命運的祕法. 1, 北極星: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墮河而死 當奈公何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40 改變命運的祕法. 2, 五角星: 這個最弱的泥腳 擔負最大的重量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40 改變命運的祕法. 2, 五角星: 這個最弱的泥腳 擔負最大的重量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57 改變命運的祕法. 3, 大衛星: 西點軍校與哈佛大學深造的傻瓜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57 改變命運的祕法. 3, 大衛星: 西點軍校與哈佛大學深造的傻瓜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64 改變命運的祕法. 4, 鑚石星: 我總是在對的時間 處在對的位置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64 改變命運的祕法. 4, 鑚石星: 我總是在對的時間 處在對的位置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71 改變命運的祕法. 5, 三角星: 說到長期,我們領錢領到老!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71 改變命運的祕法. 5, 三角星: 說到長期,我們領錢領到老!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88 改變命運的祕法. 6, 智多星: 看見老人熱淚泉湧 不許問他們為什麼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88 改變命運的祕法. 6, 智多星: 看見老人熱淚泉湧 不許問他們為什麼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95 企業家與企業文化. 1, 事業是男人的姿色: 姿色是女人的事業魯比歐(Randy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695 企業家與企業文化. 1, 事業是男人的姿色: 姿色是女人的事業魯比歐(Randy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01 企業家與企業文化. 2, 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功者不謀於眾白禮博(Ted Bemste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01 企業家與企業文化. 2, 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功者不謀於眾白禮博(Ted Bemste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18 企業家與企業文化. 3, 貧窮是最大的遺產 富貴並非神來一筆藍姆(Ashley Lamb)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18 企業家與企業文化. 3, 貧窮是最大的遺產 富貴並非神來一筆藍姆(Ashley Lamb)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25 65天K線價格型態: 柴郡貓: 不要永遠站在十字路口葛林加德(Eric Greeng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25 65天K線價格型態: 柴郡貓: 不要永遠站在十字路口葛林加德(Eric Greeng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32 億萬富翁的小祕密: 保險箱裏的三個錦囊 揭開貧窮的謎底渥克(Geoff Walk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32 億萬富翁的小祕密: 保險箱裏的三個錦囊 揭開貧窮的謎底渥克(Geoff Walk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49 K線射擊之星甜蜜點: 麥琪的禮物: 六種人生六種賺蘇爾斯坦(Robert Sulst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49 K線射擊之星甜蜜點: 麥琪的禮物: 六種人生六種賺蘇爾斯坦(Robert Sulst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56 鬼谷子賽局博弈:勝出: 馬基維利<>:狐貍與獅子 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56 鬼谷子賽局博弈:勝出: 馬基維利<>:狐貍與獅子 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63 歷史的上半場:鬥牛場: 白象熊掌鹿死誰手: 歷史還有下半場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63 歷史的上半場:鬥牛場: 白象熊掌鹿死誰手: 歷史還有下半場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70 百萬富翁的大祕密: 別跨過盧比孔河: 好奇心可以殺死一隻貓路傑克(Jacob Lew)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87 千萬富翁不說的祕密: 沒有比腳更長的路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密吉里(Jack Midgl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87 千萬富翁不說的祕密: 沒有比腳更長的路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密吉里(Jack Midgl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94 區間操作有利可圖: 沖洗: 錢有重於泰山錢 有輕於鴻毛米歇爾(Bill Miche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794 區間操作有利可圖: 沖洗: 錢有重於泰山錢 有輕於鴻毛米歇爾(Bill Miche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00 籌碼決定論K線: 暮光地帶: 散戶老子的投資哲學渥德(Mike W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00 籌碼決定論K線: 暮光地帶: 散戶老子的投資哲學渥德(Mike W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17 孫子兵法K線出奇: 潘朵拉的盒子: 顏色革命背後的三隻手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17 孫子兵法K線出奇: 潘朵拉的盒子: 顏色革命背後的三隻手月岡耕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24 布蘭第報告財務自由: 阻止射象: 散戶老子81章突圍術史壯(Michael Stro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24 布蘭第報告財務自由: 阻止射象: 散戶老子81章突圍術史壯(Michael Stro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31 指數漲跌幅預測: 跳躍: 盧西塔尼亞人之歌 傑尼(Joseph Jer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31 指數漲跌幅預測: 跳躍: 盧西塔尼亞人之歌 傑尼(Joseph Jer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48 祕傳陰陽K線: 坐擁雙薪: 每一朵烏雲都鑲有金邊巴考克(Bill Babcoc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48 祕傳陰陽K線: 坐擁雙薪: 每一朵烏雲都鑲有金邊巴考克(Bill Babcoc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55 財務報表解讀K線: 獨特: 如果阿特拉斯聳聳肩不幹了李德(Matthew Ried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62 週K線經濟指標得利: 奇異果農與金髮女孩的王者攻略赫斯特(Maurice Hurs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62 週K線經濟指標得利: 奇異果農與金髮女孩的王者攻略赫斯特(Maurice Hurs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79 人性的弱點2%激發: 怯志工作者?從工匠製造到王品設計克魯茲(William Cru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79 人性的弱點2%激發: 怯志工作者?從工匠製造到王品設計克魯茲(William Cru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86 企業發展與人文省思: 占缺: 生涯規劃的五合一北極星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86 企業發展與人文省思: 占缺: 生涯規劃的五合一北極星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93 期貨K線零和博弈: 紙黃金: 跑贏市場美女的三顆金蘋果哈森泰博(Bob Hasenstab)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893 期貨K線零和博弈: 紙黃金: 跑贏市場美女的三顆金蘋果哈森泰博(Bob Hasenstab)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09 艾略特波浪理論: 宇宙定律SOP:市場獲利的關鍵孟提(Lawrence Mont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16 太乙照神經小步策略: 有理想或有遠見的人 應該去被醫生看張儁注解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23 黃金切割比例: 大數據0.618:神器與天敵的第二度降臨薩克斯(Kenneth Sach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30 期貨選擇權權證: 讓利:凡殺不死我的 必將使我更強大桑默斯(Mark Summer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47 強力陰線陽線: 釣竿與魚:三角形沽空 北極熊吃不到企鵝梅耶(Matthias May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47 強力陰線陽線: 釣竿與魚:三角形沽空 北極熊吃不到企鵝梅耶(Matthias May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0954 酒田戰法K線圖: 標準版SOP做對了:79條市場獲利公式八城政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531 溪谷傳奇: 青潭的空間歷史書寫 楊德聲, 夏聖禮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4863 孝悌好兒童佳話集選 張孟熙總編輯 平裝 第9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3310 新北郵刊. 第四卷第一期 林昌龍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110 新北市新莊書畫展. 104年 蕭煥彩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84127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會員展作品集. 105年 蕭煥彩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95

新北市文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菩提金剛慈善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0938 組織發展與變革 Thomas G. Cummings, Christopher G. Worley著; 陳以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175 心理學: 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Wayne Weiten, Dana S. Dunn, Elizabeth Yost Hammer原著; 陸洛,高旭繁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182 New composition practice Linda Lonon Blanton, Jessica Beck[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2199 New composition practice Linda Lonon Blanton, Jessica Beck[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2205 計算機概論: 探索資訊科技. 2016 Vermaat等原著; 陳玄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212 Happy Phonics. 6 Michael Gough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32229 Happy Phonics. 5 Michael Gough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32236 Happy Phonics. 4 Michael Gough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32243 Happy Phonics. 3 Michael Gough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32250 Happy Phonics. 2 Michael Gough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32267 Happy Phonics. 1 Michael Gough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32274 Writing kit Jamie Blackler[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2281 Writing kit Jamie Blackler[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2298 Writing kit Jamie Blackler[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2304 Writing kit Jamie Blackler[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2311 專案管理 Jack Gido, James P. Clements著; 宋文娟, 宋美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328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Raymond P. Fisk, Stephen J. Grove, Joby John原著; 鍾志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359 New composition practice Linda Lonon Blanton, Jessica Beck[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2366 New composition practice Linda Lonon Blanton, Jessica Beck[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2373 生命期營養 Judith E. Brown等原著; 蕭寧馨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380 諮商與心理治療倫理: 標準、研究與新興議題 Elizabeth Reynolds Welfel作; 王文秀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397 學習障礙與其他障礙之學習困難 Janet W. Lerner, Beverley Johns原著; 張世彗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403 家庭、學校和社區關係探討: 親職教育 Carol Gestwicki原著; 陳昭伶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410 管理數學 Soo T. Tan原著; 張純明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9789865632427 流體力學 Merle C. Potter, David C. Wiggert, Bassem H. Ramadan原著; 陳永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434 基礎有機化學 John McMurry原著; 汪文忠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441 Into reading Carlos IsIam, Carrie Steenburgh, Joseph Schier[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458 Into reading Carlos IsIam, Carrie Steenburgh, Joseph Schier[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2465 Into reading Carlos IsIam, Carrie Steenburgh, Joseph Schier[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632472 It's my turn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489 It's my turn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2496 It's my turn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632502 管理學 Ranjay Gulati, Anthony J. Mayo, Nitin Nohria原著; 楊舒蜜, 張文賢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526 系統分析與設計 John W. Satzinger, Robert B. Jackson, Stephen D. Burd原著; 蔣玫霞, 黃瓊玉, 陳欣沛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533 聽能復健導論 Nancy Tye-Murray原著; 劉俊榮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540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Earl Babbie著; 林秀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557 作業研究 David R. Anderson等原著; 陳可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564 管理學 Ricky W. Griffin原著; 金揚傑, 張巧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571 幼兒行為輔導 Darla Ferris Miller原著; 王亦玲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32588 材料科學與工程 Donald R. Askeland, Wendelin J. Wright原著; 蘇春熺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601 資訊倫理與法律 袁建中, 高崑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618 Essential calculus: Early transcendentals Ron Larson, Bruce H. Edwards作 2nd ed. 平裝 1

9789865632625 基礎工程 Braja M. Das原著; 黃安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632 Workplace success Jamie Blackler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649 Workplace success Jamie Blackler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2656 Workplace success Jamie Blackler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632663 普通心理學 Robert J. Sternberg著; 黎士鳴, 蔡宗延編著; 鄭昭明, 陳億貞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670 MATLAB程式設計與應用 Stephen J. Chapman著; 沈志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700 Phys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ith modern physicsDebora M. Katz[作] 平裝 1

9789865632717 Phys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Debora M. Katz[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5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643 禪生活.微理論. 第二輯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7650 靈學問與答. 第三輯 向立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511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王豫蘭和她所影響的世代 陸正宏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404 恢宏儒道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105 趣味科學大發現 謝迺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105 奇蹟攸徑: 般尼克療癒法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編輯.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1112 奇蹟攸徑: 般尼克療癒法(簡體字版)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編輯.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1129 般尼克心理療癒法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1136 般尼克心理療癒法(簡體字版)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1143 神之存在是自證的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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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光星酉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當代喜瑪拉雅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9789869321150 神之存在是自證的(簡體字版)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1167 高級般尼克療癒法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1174 般尼克水晶療癒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1181 般尼克水晶療癒(簡體字版)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1198 高級般尼克療癒法(簡體字版) 蔡國瑞著; Allen Chen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25 得聖的教會 朴東燦作; 李昇坤譯 平裝 1

9789869174725 得聖的教會 朴東燦作; 李昇坤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856 小王子(注音版)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艾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83 傑琪的妹妹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3419 蘿西效應 格蘭.辛浦生(Graeme Simsion)作;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426 寫給未出生的孩子 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433 失物招領 布魯克.戴維斯(Brooke Davis)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8112 大局: 柯建銘的國會折衝與關鍵承擔 何佩珊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167 放手吧,沒關係的。 枡野俊明著; 胡慧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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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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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聖光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米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87572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劉明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2輯 1

9789860487572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劉明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2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91992 父母的教養觀影響孩子的一生 雷夫.達維爾斯(Ralph Dawirs)著; 侯淑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329 橄欖油到蘋果就酒: 超市裡的歷史課 王善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1575 長日將盡 石黑一雄作; 張淑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599 個人的體驗 大江健三郎著; 李永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04 高野聖 泉鏡花著; 陳俊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759 生死場 蕭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80 呼蘭河傳 蕭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797 做我的奴隸 佐民修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803 在巴黎的屋頂下 亨利.米勒作; 陳蒼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810 官僚之夏 城山三郎著; 許金玉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奧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意念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竹縣教網中心



9789862271827 無緣社會 NHK特別採訪小組作; 鄭舜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834 影之地帶 松本清張作; 王煦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841 笨蛋這麼多是有理由的 橘玲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858 二十世紀旗手 太宰治作; 蕭雲菁, 鄭天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865 首相暗殺俱樂部 白河三兔作; 阿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71872 家畜人鴉俘. I 沼正三著; 陳苑瑜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1889 家畜人鴉俘. II 沼正三著; 黃瑾瑜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1896 家畜人鴉俘. III 沼正三著; 鄒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902 放浪記 林芙美子作; 魏大海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271926 城堡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作; 高年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933 交錯的場景 松本清張作; 梁容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161 我的小笛子. II 陳麗如主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8630185 提琴樹. 一上 劉妙紋主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8630192 提琴樹. 一上 劉妙紋主編 修訂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856 從現代教育試析普賢行願品 楊永慶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465 賴惠川竹枝詞研究: 以<>、<>為主要線索 歐純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店華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新芽音樂文化



9789577399472 魏子雲著作集. 金學卷 魏子雲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399557 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 李小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564 古本<>文字研究 林志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571 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類型與闡釋空間 席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588 左傳戰國策研究 郭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595 中國詩學體系論 陳良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601 中國現代話劇史 莊浩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618 唐宋八大家文說 陳祥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625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論 辜也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632 中英文學交流史(十四至二十世紀中葉) 葛桂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649 中國語文學史論 潘新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99793 近百年來日本學者<>之研究 工藤卓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30 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 評析.前景.構想 佐藤將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47 新亞論叢. 第十六期 過常寶, 鄭潤培, 楊永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61 <>二十講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92 春秋曹劌形象研究 孔令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08 平水詩韻詩簡編及杜詩鏡銓 徐世澤, 許清雲, 薛雅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15 <>所引小學書鉤沉 翁敏修著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577399939 好花祇向美人開 胡爾泰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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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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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經典雜誌



9789866292743 護你.四季: 慈濟護理職涯手記 慈濟護理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181 母親 格拉齊亞.黛萊達(Maria Grazia Cosima Deledda)著; 徐婭群譯 精裝 1

9789869206198 紅色英勇勳章 史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著; 陳榮彬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124 瞞著媽媽的祕密 趙星姿文; 金俊永圖;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131 瞞著同學的祕密 趙星子作; 金俊英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562 從天空來的人: 幽浮、星際旅人與馬雅文明相遇的真實故事阿迪.六殺手.克拉克(Ardy Sixkiller Clarke)著; 林慈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787 廖文豪 廖文豪主編 平裝 1

9789868720787 廖文豪 廖文豪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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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苑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群星文化



9789869153973 快樂數學王A(簡體字版) 吳大可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53980 快樂數學王C(簡體字版) 吳大可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53997 快樂數學王E(簡體字版) 吳大可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70675 一萬個充滿感動的日子 李玉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70682 愛心觀天下 李玉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5674 教室外的視野: 小學六年的母親札記 番紅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04 世界的詩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11 活出這本書: 最適合現代人的療癒練習 湯姆查特菲爾德(Tom Chatfield)作; 許恬寧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5728 繼承者的婚約. 完結篇: 少女革命 艾咪.英格爾(Amy Engel)著; 吳品儒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35 影響身邊的每一個人: 激發熱情、放手實驗、強化團隊約瑟琳.葛雷(Jocelyn K. Glei)著; 張簡守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59 決戰王妃. 5, 為愛加冕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張靜惟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66 匠人 申賦漁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73 這世界需要傻瓜: 美力台灣3D行動電影車的誕生奇蹟曲全立, 趙文豪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780 流 東山彰良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402 知識分子也搞闇黑同盟?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圓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220 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吳啟銘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203237 桃園航空城觀光餐旅暨論文管理研討會摘要集. 2016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7492 總體經濟學. 101 楊明憲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0104 初級越南語文 李永隆編著 二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3630128 越南政治系統;自1986年迄今 李永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0135 越南公證法(中越文版) 李永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0142 當代人力與知識管理: 理論與實務研究 劉廷揚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159 兩岸金融市場: 臺灣銀行業發展策略 葉銀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30166 車用CAN Bus網路匯流排系統的理論與實務 唐經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173 以互動式教學法為教學品牌提升大學生課堂學習效果之研究: 以真理大學運動管理學系為例陳文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180 非常微積分(續): 多變微積分新構思 吳英格,陳淑珍, 林晢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197 基礎英文寫作: 教與學探討 劉窕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011 斗數卦理應用 紫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42028 紫雲斗數星曜賦性. 第二冊 沈澄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煒晟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誠益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能科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7023 輕鬆搞定三語(中.英.印尼)情境單字 陳美萍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77860 當SketchUp遇見Ruby: 邁向程式化建模之路 李正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041 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麵包、西點蛋糕 賴曉梅, 鄭羽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416 戰勝C語言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614 Raspberry Pi超炫專案與完全實戰 柯博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8669 Effective Modern C++中文版: 提升C++11與C++14技術的42個具體作法Scott Meyers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690 如何畫出酷玩意: 180種圖形一次學會,這樣畫才夠酷!Catherine V Holmes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75 MATLAB程式設計. 入門篇 張智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8805 揭秘家用路由器0day漏洞挖掘技術 吳少華, 王煒, 趙旭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055 Office 2016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062 可愛甜美浪漫時尚風素材集 primary inc.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079 36堂色鉛筆經典入門畫畫課: 從靜物、動物到風景的全面寫實技法!拾光繪原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086 財務管理與投資分析: Excel建模活用範例集 程翔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093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3479116 流暢的Python: 清晰、簡潔、有效的程式設計 Luciano Ramalho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123 Photoshop完美影像工作簿 Glyn Dewis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185 跟我學Office 2016: 盡情體驗Office雲端應用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39 Visual C# 2015程式設計16堂課 李啟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53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Dreamweaver CS6解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9260 網路與雲端應用: Google+O365+Evernote雲端活用教學孫維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77 世界頂尖大師Mark Crilley最新漫畫技法全書 Mark Crilley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91 AKILA魔法教室: Scratch 2.0程式積木創意玩 王麗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931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9789863479321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105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338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hotoshop CC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345 TQC+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認證指南: Creo Parametric 2.0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352 TQC+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認證指南: SolidWorks 201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376 NIkon創意閃燈系統終極使用手冊 Alan Hess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383 Canon Speedlite閃燈終極玩家指南 Syl Arena原著; 胡為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9390 Scratch 2.0積木.程式.創造力 王麗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9406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Dreamweaver CS6解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9413 風景攝影與Lightroom後製技法全攻略 孫曉嶺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420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Dreamweaver CC吳玄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437 超人氣色鉛筆風景畫練習本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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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3479475 Photoshop就該這樣玩 銳藝視覺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482 統計分析入門與應用: SPSS中文版+SmartPLS 3(PLS SEM)蕭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499 商用雲端APP基礎檢定術科認證應考指南: 使用App Inventor 2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ERP中心, 劉建毓, 陳桂芬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505 生物人的電腦教室 李鎮宇, Eric Le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512 Raspberry Pi專案實作: 物聯網、機器人、圖像辨識Samarth Shah原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581 TQC+創意App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pp Inventor 2曾吉弘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598 威力導演14: 創意影音剪輯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04 有趣的Scratch 2.0動畫、程式設計 有趣的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9611 TQC+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EPUB3黃震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28 AKILA魔法教室: Google網路大搜查 呂聰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28 AKILA魔法教室: Google網路大搜查 呂聰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35 Excel 2016嚴選教材! 楊世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42 Processing入門: 互動式圖形實作介紹 Casey Reas, Ben Fry原著; 蔣大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9666 你所不知道的JS: 導讀,型別與文法 Kyle Simpson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73 軟體大發現Kodu創意遊戲設計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80 電腦選購、組裝與維護自己來. 2016 硬角色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697 Make: AVR程式設計 Elliot Williams原著; 莊啟晃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703 Visual Studio 2015 X Cordova跨平臺App實戰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710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粉絲專頁小編的行銷原力+企業粉絲專頁集客秘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9727 jQuery實戰手冊 Bear Bibeault, Yehuda Katz, Aurelio De Rosa原著; 林信良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79741 Office 2016實戰技: 為上班族、公務機關寫的範例書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758 Metasploitable: 白帽駭客新兵訓練營 陳明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772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年試題)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789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 Android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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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3479826 系統重灌、調校、故障排除與資料搶救自己來. 2016硬角色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039 趣學CCNA路由器與交換器 田果, 彭定學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046 TQC+電腦繪圖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Illustrator CC鄭怡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053 自由學GIMP影像處理創意玩 E趣自由教學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077 3ds Max 2016動畫設計啟示錄 黃義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084 Scratch 2.0積木.程式.創造力 王麗君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107 VMware vSphere疑難雜症排除手冊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114 超可愛圖文隨手畫10000例大全: 萌翻你的手帳&生活無極限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138 350個超簡單隨手畫: 少女時代的快樂塗鴉趣! 綠桃子原著; 愛林文化主編; 陳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145 第一次空拍就上手: 無人機攝影入門指南 Eric Cheng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282 超摳門的創意拍攝方案: 就地取材、巧用光線的零元攝影棚架設術Nick Fancher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299 用LinkIt One玩出物聯網大未來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305 免費架站王Weebly: 就算一般人也可以快速打造專業級網站!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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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0404 Unity跨平臺2D遊戲設計不設限: 從入門、網頁到手機遊戲的快速實戰白乃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411 Raspberry Pi最佳入門與實戰應用 柯博文著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75

滄海圖書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7230 機率學 Roy D. Yates, David J. Goodman作; 賴玲瑩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292 中級會計學(IFRS版) Donald E. Kieso, Jerry J. Weygandt, Terry D. Warfield原著; 王韶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315 電子商務: 應用與科技發展 欒斌, 陳苡任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322 基礎數學應用 邱進興等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7339 數位積體電路設計: 從IC Design的實務面介紹Verilog硬體描述語言夏大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7346 勞資關係: 觀念與法令的實務探討 黃坤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353 三維TCAD模擬CMOS奈米電子元件 吳永俊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360 演算法 戴顯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377 審計學: 國際審計與確信準則為架構 陳耀宗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47384 人力資源管理 陸洛, 高旭繁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316 不太乖世代 不太乖教育節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7325 公共安全潛水員 國際潛水事業有限公司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6227 美髮英語 徐竹芹編著 平裝 1

9789869076241 健康產業科技與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王奕升等作 其他 2

9789869076241 健康產業科技與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王奕升等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奧茲藝術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6258 美容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莊佳霖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602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林安梧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15602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林安梧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15619 新譯老子道德經 林安梧譯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15619 新譯老子道德經 林安梧譯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22 新道學公理系統之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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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4207 千線萬線比不上一條內線 陳貞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454 銀髮族合唱團發展面面觀: 經營、管理、產業、標竿、學習與成長高慧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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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創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經國學院美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教總廟三清宮



9789576084492 淺談銀髮族合唱團指揮: 宏觀與微觀、專業與魅力、關懷與陪伴、知性與樂活: 以高杏合唱團為例高慧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516 最親愛的京都: 鴨川、森林、咖啡館與市集,九年時光的美好日日Vig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4518 倫敦老派優雅的氣味 江國真由著; 徐旻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250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著; 李中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431 途中 朱鵬蘋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448 江戶人力銀行 山本真吾著; 林錚顗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804 滿足神心意的禱告 李撒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11 如果膚淺的關係讓你感到厭倦: 你該發展深度而成熟的人際關係(舊約關係密碼)姜俊旻作; 吳約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28 如果膚淺的關係讓你感到厭倦: 你該發展深度而成熟的人際關係(新約關係密碼)姜俊旻作; 吳約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35 孩子,我願意聆聽!: 與兒童談話口袋書附50句問話李賢國作 初版五刷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南風BOOKS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503 三聲 楊宜姍等文字撰寫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0405 日本新安保法與臺灣安全 張靜芸, 黃惠華, 王悅年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614 Addiction Yang Yuan-Chang[編著] 平裝 1

9789869249614 Addiction Yang Yuan-Chang[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071 天機法師演講集. 二, 現時代如何做修行 天機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327 婉君妳好嗎?: 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黃上銓等作; 黃厚銘主編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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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圓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臺灣國策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奧樂奇國際

意像拼圖



9789862955147 債法爭點整理 季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154 實務必考熱區: 身分法 張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277 環境習慣法現代價值研究 郭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284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彭韻婷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5345 公司法題型破解 楊翰, 齊軒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406 智財法實務: 案例及契約範例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413 大眾傳播法 尤英夫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5444 國際法 黃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505 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文康, 歐啪司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5512 奈米科技發展政策與風險治理 顏上詠等作; 唐淑美, 顏上詠主編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5543 1試就上: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模擬試題大全. 2016晴天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5550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5581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5574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5598 國際私法關鍵選擇 陸奕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5604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解題術: 刑事訴訟法 莫孟衡(撲吼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635 解密國考大數據刑事訴訟法. 基礎篇 林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404 「不倫的審判」角色研究 潘邦鄰(Sean Pa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20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經要心要鈎玄提要. 第三冊 達哇諾布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219 地藏菩薩本願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燈雜誌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新學府樂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513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六年, 春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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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7763 對症下藥: 五分鐘醫療報告 王慧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416 風雲行動者: 走過關鍵時代的蔡清彥 蔡清彥口述; 楊羽雯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0562 我的家園城市. 3: 恢復自然景觀 福川裕一文; 青山邦彥圖; 余亮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579 我的家園城市. 4: 打造理想城市 福川裕一文; 青山邦彥圖; 余亮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647 情緒 亞曼達.麥卡迪文; 薩維多.魯賓諾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869 人妻7件事: 勿惡、勿懶、勿笨;務修婦德、婦容、婦工、婦言顧美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890 伊凡大猩猩 凱瑟林.艾波蓋特文; 布萊恩.卡拉斯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920 綿羊大王路易一世 奧利佛.塔列克文圖; 謝蕙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937 啟示錄的4個旋律 莊東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944 零挫敗感人生: 透過神的眼光,看見你真正的價值羅伯特.麥基(Robert S. Mcgee)著; 李文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951 11隻貓和怪怪貓 馬場登作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人文



9789864000975 傷痛是生命背包中的必然,但絕非永遠的行囊: 認識內在傷痛與負面情緒的關聯露絲.霍基(Ruth Hawkey)作; 薛豐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982 維納斯的春天 艾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026 破碎、療癒與希望: 22個國際名導的得獎電影 陳韻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033 得勝的人跟你想的不一樣 黃銀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040 唯獨祂 孫常愛清作 平裝 1

9789864001057 陽光和陰霾: 路得記和哀歌釋義 楊東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163 送給爸爸的船 潔西亞.巴格利作繪;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170 睡覺也能榮耀神: 從聖經觀點認識睡眠 艾德里安.雷諾德(Adrain Reynolds)作; 鄭毓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225 投身護理的天使 戴世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256 在世界盡頭的角落 歸人等撰文; 陳玫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263 「音」緣廣播 行願三十: 大愛廣播三十年 陳美羿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1721 細說周禮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056 易經風水秘訣 張玉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12087 山水吟稿 游天荊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670 語學與文化 黃淑貞主編 平裝 1

9789867625687 無語良師: 模擬手術教學. 98 張純樸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9789867625717 大體解剖教學: 無語良師. 100 楊晉嘉, 林中唐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724 成長 何縕琪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731 川承: 四川人文教育服務心得集. 2015 何縕琪主編 平裝 1

9789867625755 慈濟大學「快樂服務、感動學習」作品集. 第五屆劉怡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6525 面對未來,我應該具備的能力 胡欣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549 左耳全集(金馬獎慶功版) 饒雪漫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809 櫃姐怎麼站也不累的祕訣: 正確使用身體,疲勞、痠痛、緊繃,從此通通遠離你!廣戶聰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16 天天這樣吃,讓癌細胞消失!: 癌症被治癒的人都吃這些,日本抗癌權威八大飲食法,轉移、復發、癌末通通有救濟陽高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23 3步驟練肌力,蹲出翹翹臀: 史上最強!抗地心引力-腰瘦了還不美!原來問題在臀腿!張高華, 郭禹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4830 日本絕讚必買美妝品 : 日本最具公信力的美妝排行榜@cosme中文版日本@cosme美妝網站編輯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47 手殘女都能征服的彩繪指甲全圖解: 世界最著名美妝部落客教你自己在家做出頂級美甲崔有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4854 3周吃出瘦體質: 日本最流行!最快,高蛋白質.低脂.低醣飲食法!池澤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61 購物狂小閃's百變穿搭術 小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78 殭屍體操: 日本超過50萬人都在做!醫學博士獨創,只要一個動作,就能肩不酸、頸不痛!池谷敏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85 這樣吃,狗狗不生病!: 日本首席獸醫須崎博士告訴你!4步驟做出狗狗最愛吃的料理,增強免疫力&自癒力須琦恭彥, 武藏裕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892 驚人的減脂包瘦湯 宋明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407 狗狗這樣吃,癌細胞消失!: 須崎博士的毛小孩防癌飲食指南,日本權威獸醫教你做出戰勝癌症的元氣愛犬餐須崎恭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意識意思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意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麗美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018 被綁架的民主 西太平洋礦工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9433 72小時超人英文文法 林尚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49 活用文法之韓語寫作 扈貞煥, 金善孝, 鍾長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624 TOPIK1新韓檢初級單字.文法,一本搞定! 黃慈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48 我的第一堂俄語課 吳佳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55 專欄英語好有趣 吳青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62 一考就上!新日檢N2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79 蜘蛛網式學習法: 12小時西班牙語發音、單字、會話,一次搞定!Jose Gerardo Li Ch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86 大學生日本語進階 余秋菊, 張恆如, 張暖彗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8596 實話實說牡羊座: 25歲以前非懂不可的愛情、生活與人際關係李澤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626 實話實說射手座: 25歲以前非懂不可的愛情、生活與人際關係李澤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732 實話實說雙子座: 25歲以前非懂不可的愛情、生活與人際關係澤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749 實話實說水瓶座: 25歲以前非懂不可的愛情、生活與人際關係澤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756 實話實說天秤座: 25歲以前非懂不可的愛情、生活與人際關係澤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763 實話實說雙魚座: 25歲以前非懂不可的愛情、生活與人際關係澤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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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848 坐四望五,打造人生的黃金下半場 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55 撫平挫折傷痕,你會發現,幸福更近更甘美 俊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862 論語精選200句 沈智, 王德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瑞蘭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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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508 走吧!到東京看建築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15 手感木造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22 北海道生態建築之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39 簡約極上美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46 清水模定番!安藤忠雄の建築地圖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53 生態樂活造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60 老建築.新故事: 臺灣歷史建築的重生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77 臺灣設計風格旅店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84 走吧!去關西看建築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591 風格咖啡廳設計特輯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00 好感日光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17 走吧!到米蘭看設計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24 食樂空間特搜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31 飯店設計大賞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48 Loft原生質感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55 療癒系咖啡時光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62 暖心假期,私藏湯浴基地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79 歐美建築大觀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86 精選特色個性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2493 全球清新綠住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4106 日本慢活自然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4113 亞洲熱帶建築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綠.建築家



9789869184120 深色質感前衛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4137 日本小坪數機能宅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4144 嘆為觀止的度假別莊 綠.建築家編輯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328 孤獨九卷 廖童年作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826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4年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765 身心靈整合之處遇. III, 邁向身心靈健康 陳美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543 藝術學報. 第四期 康台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6946 太平史話故事太平: 從太平看見臺灣 黃豊昌等撰文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鳥榕頭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研發處輔仁學派身心靈整合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723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舊“是愛舊社: JIUSHEㄟ(農達人)張慶宗撰文 精裝 1

9789869123723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舊“是愛舊社: JIUSHEㄟ(農達人)張慶宗撰文 精裝 1

9789869123723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舊“是愛舊社: JIUSHEㄟ(農達人)張慶宗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5984 惠明特珠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928 論語講席實錄 李炳南講述 其他 1

9789869252935 大方廣佛華嚴經 李炳南講述 其他 1

9789869252942 唐詩講席實錄 李炳南講述 其他 1

9789869252959 華嚴經、論語、唐詩、吟誦常則講席實錄選輯(李炳南先生往生三十週年紀念專輯)李炳南講述 精裝 1

9789869252966 佛七講話 會性法師主講 平裝 2

9789869252973 三字經 平裝 2

9789869252980 佛學問答. 淨土類 李炳南著述 平裝 1

9789869252980 佛學問答. 淨土類 李炳南著述 平裝 1

9789869252997 未減清光照世人: 李炳南先生教化作品與生活紀錄內容簡介吳毓純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中市藝術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惠明盲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818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八屆(2014-2016)朱孝慈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575 麵包超人與汽車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582 麵包超人與動物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599 麵包超人與電車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605 麵包超人與食物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612 海龜島 凱文.薛瑞(Kevin Sherry)文.圖; 東東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629 顏色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636 數數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440 張春申: 中華神學的基石 詹嫦慧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206 慢遊田中央: 戀戀卓乃潭農村小旅行 許育勝作 平裝 1

9789869273213 漫遊田中央: 山腳路傳奇 許育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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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彰縣卦山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二社田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9789869300209 鄉旅風情: 彰化縣卦山畫會美展專輯. 2016 楊永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457 太空探險: 張有義教授的航天集郵文集 張有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8339 游藝墨痕會員展專輯 李憲專, 王榮凱, 陳惠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8679 臺中縣葫蘆墩美術研究會美術展覽專集. 第18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2547 第一次開中藥局就上手 林子超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91861 綻放士藝 劉松益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縣藥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藝術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游藝雅集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縣葫蘆墩美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郵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406 聲氣相通: 臺北甲子書會.神戶詠歸會聯合書法展集李郁周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635 建中文選. 一0四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218 市井小民的好風水 玄中子講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0335 海峽兩岸都市交通學術研討會基於美好生活的交通綜合治理論文集. 第23屆邱顯明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4599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時尚造型科.畢業專題製作. 第21屆: 環遊世界張月珠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296 窈窕之章: 社區美學教育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五屆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治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玄微陽宅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

臺北甲子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709 尋歸荒野 程虹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607 客家大世界 陳錫超原著; 彭亞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507 臺北市傑出市民協會會刊. 創刊號 林秀宗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408 理路幻鑰.小理路. 5, 小因果的建立 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571 讓寶寶健康好帶的全營養斷乳食譜 金恩珠作; 崔冬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595 最療癒的100種室內花草 石萬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601 解讀神祕第六感 Dr. Yi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618 沒玩一定會後悔,今生必去的100個旅遊黃金路線旅行達人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傑出市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彭氏宗親會



9789865786625 超強圖解!陽宅風水布局開運寶典 黃一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189 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五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106 兩岸三地創新與專案管理研討會論文集摘要集. 2016年第十二屆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603 臺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5第三十九屆 張照煥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50610 CAMERA RAW數位暗房精技 江日榮作 其他 1

9789869250627 臺北攝影年鑑. 2016 張照煥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742 爸爸我要你活到一百歲 龐寶璽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378 梳子上的靈魂 徐瑞蓮作; 毛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85 呼叫愛神邱比特 唐果菜作; KAI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92 木馬屠城記 荷馬原著; 老哈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08 我不是橘子怪 張雅義作; 翁昭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15 寂寞17愛回來 安雪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北城市科大商管學院



9789865707422 喵女孩的華麗變身 洪小宏作; 螢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39 永不放棄的孩子: 呼吸英雄張守德的奮鬥故事 洪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46 我的好友是個鬼 許佩蓉作; 毛人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2168 臺灣媽媽也可教出說雙語的孩子: 用英語FUN心玩遊戲吧!Helen, Rachel作 其他 1

9789862283684 助孕.順孕.安產,從孕前到產後,準爸媽幸福280天漢宇專業醫療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691 2000個邏輯考驗推理遊戲: 門薩會員及世界頂尖名校都想破解!黎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07 零起點,一秒說日語 周菁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714 扭轉教養態度!寬容的快樂教育法 漢宇教育小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21 旅遊英語900句這本最有效 陳茜, 鄧慧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738 零起點,英語口語30天入門 耿小輝, Daniel Barker, Thomas Maj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902 翠翹明璫: 點翠與金玉新創之美 汪秀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5913 宇宙覺士: 顧老師的禪教室 溫曼英著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3206286 Get Lucky!助你好運: 九個心理習慣,讓你用小改變創造大運氣劉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174 小桃子跑跑跑 豐田一彥作.繪; 張文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426 愛讓成功有價值: 保德信24服務職人必修心法 李偉麟, 李翠卿, 史威爾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488 慈悲思路,兩岸出路: 台灣選舉系列評論 趙無任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翠羽新創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漢宇國際文化



9789863208686 來自星星的我們 史蒂芬妮.羅斯.西森(Stephenie Roth Sisson)文.圖; 高文芳譯 精裝 1

9789863208785 Get Lucky!助你好運. II: 幸運透視眼 劉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85 Get Lucky!助你好運. II: 幸運透視眼 劉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808 慈悲思路,兩岸出路(簡體字版) 趙無任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256 我們的歷史 克里斯多夫.伊拉.索梅斯, 伊凡.波默文; 伊凡.波默, 尼可.波默圖; 邱瑞鑾譯精裝 1

9789863209423 克拉拉的箱子 瑞秋.凡.庫依(Rachel van Kooij)著; 李紫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47 小熊小熊在哪裡? 高橋香緒里文.圖;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508 用點心學校. 7, 酸溜溜魔術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515 蠟筆小紅的煩惱 麥可.霍爾(Michael Hall)文.圖; 李紫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546 方賢齊傳: 電信之父、科技推手 陳慧玲, 林齊悅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553 安徒生 為孩子說故事的人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著; 莎賓娜.弗利德利森(Sabine Friedrichson)繪; 林敏雅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560 波瀾壯闊: 臺灣貨櫃運輸史 王御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577 小兔子送錯蛋 提摩西.奈普曼文; 大衛.沃克圖; 李紫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584 My taiwan journal: Eric's best vacation ever! Li-Ping Wu, Jeffrey Joseph Leard編著 精裝 1

9789863209591 救救我的羅曼史: 破解已讀不回、舊愛不死、簡訊分手的愛情對策阿茲.安薩里(Aziz Ansari), 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著; 洪惠美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07 第二曲線: 英國管理大師韓第的16個思索,預見社會與個人新出路韓第(Charles Handy)著; 齊若蘭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14 品格: 履歷表與追悼文的抉擇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著; 廖建容, 郭貞伶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621 做對3件事,年輕20歲: 陳俊旭博士的完全逆老聖經陳俊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38 媽媽使用說明書 伊藤未來文; 佐藤真紀子圖; 原木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45 臺灣教育發展史: 見證百年樹人的希望工程 李建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52 人本獲利模式: 七大核心理念,終結黑心企業 戴爾.帕崔(Dale Partridge)著; 沈維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69 翻轉人生 稅素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76 四百英尺外的王者: 高國輝 高國輝, 卓子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690 1歲兒的創意育兒遊戲 成田奈緒子監修; 陳瀅如, 黃惠綺, 葉韋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06 跟著大師品人文: 給未來醫生的七堂課 謝里法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13 圖解無印良品成功90%靠制度 松井忠三作; 林宜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20 星空下的奇幻旅程: 蜥蜴女孩&羊駝男孩 林滿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37 0歲兒的創意育兒遊戲 成田奈緒子監修; 陳瀅如, 黃惠綺, 葉韋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44 小天才大益智. 2: 七節課探索太空 肯恩.詹寧斯著; 麥可.勞瑞繪; 高文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51 行願半世紀: 證嚴法師與慈濟 潘煊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768 學習、奉獻、創造: 錢煦回憶錄 錢煦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775 外科大歷史: 手術、西方醫學教育、以及醫療照護制度的演進惕爾尼(Nicholas L. Tilney)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799 創新世代12個人文思維 蔡進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805 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郝柏村口述; 傅應川等筆記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9812 市場街最後一站 馬特.德拉佩尼亞(Matt de la Pena);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宋珮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829 我家附近的野花 陳麗雅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843 冰河: 古典象徵主義小說 余秋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850 每一次挫折,都是成功的練習: 失敗是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潔西卡.雷希(Jessica Lahey)著; 郭貞伶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867 堅持求勝: 林智勝的棒球人生(增訂版) 瞿欣怡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9874 孩子只是卡住了: 突破教養關卡,就要看懂孩子、協助破關王麗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911 格鬥棋王: 鬼手 振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942 動物求生大驚奇 克里夫.吉福德(Clive Gifford)文; 莎拉.洪恩(Sarah Horne)圖; 徐仕美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959 鏽: 自然與金屬間無止盡的角力 沃爾德曼(Jonathan Waldman)著; 陳偉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997 還可以更努力: 周俊吉的幸福哲學 周俊吉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03 跟著哈佛鍛鍊財務基本功: 打通財務任督二脈,讓經理人-嫻熟財務語言+精通數據決策+掌握利潤管理大衛.史陶弗(David Stauffer)等作; 吳佩玲, 黃晶晶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061 基列系列. III, 萊拉 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0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132 經典躺著讀: 從詩經到圍城60本古今中文名著賞析向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163 圖解登山聖經: 第一本真正適合臺灣登山的入門百科李嘉亮, 邢正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60497 別傻了這才是沖繩: 泡盛.花襯衫.不會騎單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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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7501 別傻了這才是博多: 屋臺.拉麵.耍帥愛逞強......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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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7518 別傻了這才是橫濱: 燒賣.中華街.和洋文化交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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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7525 別傻了這才是名古屋: 雞翅.赤味噌.戰國三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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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7532 向大廚學習 製作西式醬汁 多瑪.菲雷著; 林雅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549 打造江戶日本風情畫!浮世繪紙雕圖案集 Garden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556 新選組巡禮之旅: 走訪與隊士們淵源深厚的屯所、寺社、古戰場、墓地c歷史魂編輯部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594 十宅論: 解讀日本住宅與日本文化的深度關聯 隈研吾著; 朱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8903 夢通霄: 回家,尋找建築的原初 廖偉立作; 游惠玲採訪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910 銷魂甜點100 崔西.德桑妮著; 黃斐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8927 日式家常料理100: 這樣煮,絕對不出錯! 川上文代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934 鐵道新旅: 北迴.屏東.南迴線-41站全覽(典藏版) 古庭維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8972 戰國武將巡禮之旅: 訪與名將有淵源的城、神社、博物館、墓地歷史魂編輯部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989 完全圖解中.西.日式餐桌禮儀: 正式場合零失誤 打造滿分個人形象市川安夫著; 何姵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8996 用STAUB鑄鐵鍋做冷甜點: 香草冰淇淋、優格雪酪、卡士達布丁、黑櫻桃果凍......發揮超強保冷性,發現鑄鐵鍋的新魅力!柳瀬久美子作;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001 全食物蔬菜料理63 青木敦子作;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018 一生必訪的日本古城: 和知名武將同遊! 西之谷恭弘著;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032 疊煮料理73: 超省事、不浪費、低熱量 一只鍋子就能煮 全家都健康梅崎和子作; 周若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0056 漢字的魅力: 從對聯、詩詞、謎語、書法 發現博大精深、趣味盎然的漢字奧秘滄浪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00063 我看不見,我活得很精彩: 林信廷的耀眼人生 林信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087 餐桌上的日本史 宮崎正勝著; 陳心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0094 餐桌上的世界史 宮崎正勝著; 陳柏瑤譯 二版 平裝 1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621 我是英語會話王 王愛實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042 關鍵15歲: 我的未來不是夢 許玲瑋執行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7035 豐收「嘉」園: 人文城市的隱形冠軍 陳俊文等文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215 讓夢想升級: 20個勇敢追求的進階人生 謝其濬, 林芝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239 再難纏的客人都不怕!: 蘇國垚教你90招對策,破解奧客的疑難雜症蘇國垚, 王一芝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351 婚秒必爭!婚禮籌備情報大全 造型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405 玩捏純銀黏土: 純銀手作新美學 林文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0790 世界電影史 Louis Giannetti, Scott Eyman著; 焦雄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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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78986319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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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7898631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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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9789863191636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4 1

9789863191643 邊荒傳說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5 1

9789863191674 蟬堡 九把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旗林文化

語言鳥文化



9789863191698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191704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91711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1728 魔法狂潮 伊洛娜.安德魯斯(Ilona Andrews)著;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735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1742 武道狂之詩. 卷16, 光與影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759 神之鄉 左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191766 異人茶跡. 2, 拳山茶家 張季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780 術數師. 5, 先知瑪雅的預知夢 天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797 高塔 護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803 鋼鐵德魯伊. 6, 獵殺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810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91827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1834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1841 太陽之塔. 2 全民熙著;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858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91865 下城故事. 2 丹尼爾.波蘭斯基(Daniel Polansky)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872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1889 蘭人異聞錄: 濱田彌兵衛事件 Kino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896 十年.踏痕歸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1902 十年.踏痕歸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1933 頭骨王座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91940 獵魔士. 長篇4, 燕之塔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957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91964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1971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1988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91995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92008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92015 蟬堡,全世界我們最可憐 九把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039 武道狂之詩. 卷17, 風捲山河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046 下城故事. 3 丹尼爾.波蘭斯基(Daniel Polansky)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053 混沌輪舞 洪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060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4600 HOW酷科學立體大百科: 世界是如何運轉的 Christiane Dorion作; Beverley Young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55 HOW酷科學立體大百科: 東西是如何製造的 Christiane Dorion作; Beverley Young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62 HOW酷科學立體大百科: 氣候是如何運轉的 Christiane Dorion作; Beverley Young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79 HOW酷科學立體大百科: 世界是如何開始的 Christiane Dorion作; Beverley Young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86 HOW酷科學立體大百科: 動物是如何生活的 Christiane Dorion作; Beverley Young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822 安全常識互動遊戲書 楊金秀編著 精裝 1

9789862924839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語文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846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數學邏輯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853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視覺空間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860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人際關係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877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自然觀察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884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內省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891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音樂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4907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1階段2-4歲: 肢體動覺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914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語文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921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數學邏輯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938 科學知識王. 1, 地球大發現 GIEBAP創作研究室編著; 朴成一, 安智善, 李東哲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精裝 1

9789862924945 科學知識王. 2, 物理大驚奇 GIEBAP創作研究室編著; 朴成一, 安智善, 李東哲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41

閣林文創



9789862924952 科學知識王. 3, 動物生存爭霸戰 黃寶淵, 崔漢洙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4969 科學知識王. 4, 植物生態大追擊 黃寶淵, 崔漢洙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4976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視覺空間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983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人際關係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4990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自然觀察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03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內省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10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音樂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5027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2階段3-5歲: 肢體動覺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34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語文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41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數學邏輯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58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視覺空間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65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人際關係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72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自然觀察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89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內省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096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音樂智能 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其他 1

9789862925102 多元智能開發遊戲書: 第3階段4-6歲: 肢體動覺智能李盛輝等合著; 李賢浩等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126 野生動物大搜索 The Book Company Editorial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5133 海洋生物大搜索 The Book Company Editorial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5157 驚奇趣味翻翻書: 電腦真神奇 Rosie Dickins作;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5164 驚奇趣味翻翻書: 不可思議世界之旅Q&A 凱蒂.戴恩斯作;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5171 小手點讀認知書: 歡樂動物園 權惠娟編; 香蕉猴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188 小手點讀認知書: 交通工具 權惠娟編; 香蕉猴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195 Arabesqus一千零一夜的風情 閣林文創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201 Animal Fantasy動物幻想曲 閣林文創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218 Atlantis亞特蘭提斯 閣林文創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225 Flowers Fantasy花園裡的秘密 莎拉.穆吉歐(Sara Muzio)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232 Hidden in the Jungle叢林迷蹤 莎拉.穆吉歐(Sara Muzio)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249 Geometric幾何之美 達尼埃勒.馬爾拉加(Daniele Margara)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256 驚奇趣味翻翻書: 對比翻一翻 Felicity Brooks作;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精裝 1

9789862925300 蝙蝠巴特冒險記. 12, 生鏽的騎士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317 蝙蝠巴特冒險記. 10, 古怪的狼人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324 蝙蝠巴特冒險記. 11, 會哮喘的龍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331 蝙蝠巴特冒險記. 13, 殭屍運動員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348 蝙蝠巴特冒險記. 14, 五音不全的美人魚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355 蝙蝠巴特冒險記. 15, 尼斯湖水怪 羅伯特.帕瓦奈洛(Roberto Pavanello)編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平裝 1

9789862925577 如何看懂一幅畫. 2 法蘭絲瓦.芭柏.嘉勒(Francojse Barbe-Gal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584 讀懂印象派 法蘭絲瓦.芭柏.嘉勒(Francojse Barbe-Gall)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102 如果常常這樣的話... 齋藤多加子文.圖; 陳珊珊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95 誰偷吃了蜂蜜? 鍾宜穎文; 吳楚璿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55 光影魔術系列: 空中旅行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86 承諾 妮可拉.戴維斯文; 羅拉.卡爾琳圖; 馬尼尼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92 想讀書的熊 艾瑪.奇切斯特.克拉克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0515 阿寶的生日禮物 珍妮.威利斯文; 湯尼.羅斯圖; 劉清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8429 暴風雨(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436 維洛那二紳士(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443 溫莎的風流婦人(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450 惡有惡報(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467 錯中錯(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遠東



9789865878474 無事自擾(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481 空愛一場(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498 仲夏夜夢(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04 威尼斯商人(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11 如願(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28 馴悍婦(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35 皆大歡喜(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42 第十二夜(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59 冬天的故事(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66 約翰王(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73 利查二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580 亨利四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8597 亨利四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8603 亨利五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610 亨利六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78634 亨利六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78627 亨利六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878641 利查三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658 亨利八世(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665 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672 考利歐雷諾斯(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689 泰特斯.安莊尼克斯(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696 羅密歐與朱麗葉(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02 雅典的泰蒙(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19 朱利阿斯.西撒(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26 馬克白(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33 哈姆雷特(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40 李爾王(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57 奧賽羅(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64 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71 辛伯林(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88 波里克利斯(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795 維諾斯與阿都尼斯(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801 露克利斯(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78818 十四行詩(簡體字版) 梁實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604 歷代教宗簡史 鄒保祿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401 小米文化: Puyuma南王卑南語閱讀本 Pinuyumayan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3418 小米文化: Kasavakan建和卑南語閱讀本 Pinuyumayan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3432 小米文化: Ulivelivek初鹿卑南語閱讀本 Pinuyumayan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3425 小米文化: Katratripulr知本卑南語閱讀本 Pinuyumayan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5112 書情畫意: 臺東縣書畫教育學會聯展專輯 葉宗河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縣書畫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0

碧岳學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卑南族自促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46976 做人要有心機 呂叔春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6546983 變成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 王國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46990 專注力的力量 西倫.Q.杜蒙著; 胡彧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01 主管不好當: 做好主管的35堂管理課 戴夫.佈雷頓著; 歐陽於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86780 永結同心歸中情: 七十週年藝文特刊 林武成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708 初階日本語. 上 ひらかわ みほ作; 郭欣怡編修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34722 好EASY日本語入門 蘇彥如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610 曼谷 JTB Publishing,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6692 找找看,小老鼠在哪裡? 莎拉.坎恩(Sarah Khan)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圖;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661 找找看,小老鼠在哪裡? 莎拉.坎恩(Sarah Khan)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圖; 吳琪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708 找找看,麋鹿在哪裡? 克里娜.派泰爾,塔夏.波西(Tasha Percy)文;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歸仁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豪風



9789573276777 找找看,恐龍在哪裡? 史黛拉.梅德門特(Stella Maidment)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圖;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869 世界動物地圖: 用有趣又好玩的方式,帶你探索動物世界!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文; 凱翠英.懷赫勒圖; 徐立妍, 廖芳婕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6944 創意玩花放: 有趣的動物模型輕鬆做! 丹尼爾.克隆插圖; 黃郁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6975 用創意動手做野生動物 蘿拉.漢伯雷頓(Laura Hambleton)文;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033 找找看,小猴子在哪裡? 史黛拉.梅德門特(Stella Maid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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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7040 找找看,小猴子在哪裡? 史黛拉.梅德門特(Stella Maidment)文; 喬愛爾.德瑞德米(Joelle Dreidemy), 麥克.加頓(Mike Garton)圖; 陳思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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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9789573277095 奇世界奇花園: 漫步穿越世界5大棲息地,探索80種令人驚奇的野生動物克莉絲佳娜.威廉斯(Kristjana S Williams)圖; 珍妮.布魯(Jenny Broom)文; 王彥筑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194 可愛寵物: 小手指動一動,輕鬆玩拼圖 安娜.拉南咖文;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200 農場動物: 小手指動一動,輕鬆玩拼圖 安娜.拉南咖文;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316 奇妙地球透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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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7392 小小鄰同樂會 加藤亞樹文.圖;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408 鎌倉戰神源義經 司馬遼太郎著; 曾小瑜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277415 鎌倉戰神源義經 司馬遼太郎著; 曾小瑜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277439 空想科學讀本: 大咖對決誰比較厲害 柳田理科雄著; 談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446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3277453 真希望我20歲就懂的事: 史丹佛大學的創新X創意X創業震撼課程婷娜.希莉格(Tina Seelig)著; 齊若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7460 郭老師的運動減重課 郭豐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77477 天朝墜落的18個瞬間 吳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484 蠟筆想回家 祖兒.戴沃特(Drew Daywalt)文; 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491 成為別人心中的一個咖: 讓你的職場與人生更富有吳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07 金魚缸 布萊德利.桑默(Bradley Somer)著; 張思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21 神奇道具大解密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38 生命的故事: 演化 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繪; 王心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545 每天30分鐘,跟三高、肥胖、大腰圍、失智症說再見: 日本醫學博士教你的健康運動法,美國運動醫學界證實有效!田中宏曉著; 李佳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52 法國宮廷文化的創意美學 阮若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69 誠的力量: 黃昆輝八十憶往 黃昆輝口述; 魏柔宜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76 十年百城 千卷萬里: 城市觀察的創新筆記 溫肇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83 致命廚娘: 傷寒瑪麗 蘇珊.坎貝爾.芭托蕾蒂(Susan Campbell Bartoletti)著; 葛窈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590 銀色之星 珍奈特.沃爾斯(Jeannette Walls)著; 江昀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606 西奧律師事務所: FBI的追擊 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613 阿德勒的父母成長課: 全心接納,肯定孩子做自己Don Dinkmeyer, Gary D. McKay著; 紀李美瑛, 紀文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620 光與聲音魔法帽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637 什麼不見了 郭漁文; 良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644 老物潮: 收藏者回憶加值學 蘇拉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651 波西傑克森: 希臘英雄報告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約翰.洛可(John Rocco)圖; 王心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675 合文誌 合字文間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682 炒股的智慧: 教你持續、長期、穩定買股,讓錢自然流進來陳江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705 誰謀殺了大唐? 陶短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712 練好你的腰大肌: 活化能量系統,讓身心靈都放鬆喬安.瓊斯(Jo Ann Staugaard-Jones)著;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736 人體工廠探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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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7743 阿德勒的幼兒教養課: 培養孩子面對挑戰的勇氣Don Dinkmeyer, Gary D. McKay, James S. Dinkmeyer著; 王敬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750 慾望女醫: 琴與艾蜜膩 Nikumon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767 人生每件事,都是取捨的練習 吳若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774 建築遺產的私房導覽: 東日本30選 磯達雄文; 宮澤洋圖;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7781 建築遺產的私房導覽: 西日本30選 磯達雄文; 宮澤洋圖; 李美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7804 華麗島明信片書 什麼不見了 良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811 我想傾聽你 洪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828 研究研究論論文:研究歷程之科P解密與 論文寫作SOP大公開吳鄭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835 勇敢放手的成功領導課: 100種高明領導人都在用的必勝法史帝夫.錢德勒(Steve Chandler), 史考特.理查森(Scott Richardson)合著; 楊憶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859 記錄你的每一天. 2: 不論什麼事,都值得好好享受朵蘿.奧特曼(Doro Ottermann)作; 林柏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866 自癒是大腦的本能: 見證神經可塑性的治療奇蹟Norman Doidge著; 洪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873 帝王之死: 可怕的掘墓人.忘了他是誰 柏楊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7880 你看!海裡的魚游出來了! Alzzam Education作; 汪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7897 這樣寫出暢銷小說 詹姆士.史考特.貝爾(James Scott Bell)著; 蘇雅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03 通心粉男孩 安德里亞斯.史坦哈弗(Andreas Steinhöfel)著;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10 阿德勒的青少年教養課: 引導孩子創造自信負責的未來Don Dinkmeyer, Gary D. McKay著; 林瑩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27 我們教室有鬼: 充滿哲學思考的教育現場 楊茂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77934 種子船的奇幻漂航 林舜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7941 我是一棵櫻花樹 長谷川攝子文; 矢間芳子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520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5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507 漢學書香 董峯政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178 基礎金融法: 個案探討 陳國義作 7版 平裝 1

9789865897192 SEMCAD電磁軟體應用: 天線設計實務 陸瑞漢編著 其他 1

9789865897208 船藝學 周建張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215 人員求生技能 蔣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814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Focusing on Simulation-Based Learning. 2016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編]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輔英科大護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5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055 基礎單字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37062 基礎單字 羅淳霖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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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3216 現代和聲樂理影音教學 廖季文作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73230 烏野薰爵士鋼琴樂譜集 烏野薰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173247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三 吳宛靜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173254 流行爵士和聲樂 廖季文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73261 流行爵士和聲樂. 二 廖季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3278 薩克斯風系統學習. 一 潘恒健作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9173285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烏野薰作 第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173292 現代樂理超簡單學習法 蔡文展作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80176 養身水療Q&A 陳興漢著 平裝 1

9789573080190 頭頸部軟組織超音波 廖立人著 精裝 1

9789869309301 高壓氧醫學Q&A 陳興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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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語研學院

送存冊數共計：1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酷派音樂



9789869119788 我的第一本英文萬用會話10000 許瓊櫻,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9795 一個人用日語一直玩一直玩 北林喜美子, 松川佳奈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201 絕賛50音: 日語大叔教你日語自然發音不用背! 木村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218 專賣在美國的華人,圖解美國人的一天學生活單字李秀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225 一小時學會韓語發音 曹喜澈, 曹喜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232 專賣在日本的華人!日本語會話10000 陳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249 專賣在日本的華人!日本語敬語の基礎 唐沢明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130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2016時尚設計系. 第五期 林芸頡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474 靈學探討. 初級 妙山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41533 圖像訊息與視覺傳達之研究 王藍亭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776 預備好的新婦 陳莉芳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85790 清晨嗎哪90天. 3, 創世記、約翰書信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美靈學道學研究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370 一得集 陳泰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5387 吾愛吾校 陳泰源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55394 吾愛吾校 陳泰源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985 產學專利與資訊實務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6 平裝 2

9789869059992 商管與資訊應用研討會[論文集摘要]. 2016 平裝 2

9789869300308 「經營管理」暨「資訊科技」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6 平裝 1

9789869300308 「經營管理」暨「資訊科技」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003 最好的,毫無保留: 水嫩格格手工皂 劉虹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010 鸚鵡傳奇: 忠貞不渝,走過一甲子的長青企業 大黑松小倆口, 邱氏鼎食品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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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54677 德國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1188 讓EXCEL輕鬆做好理財分析和決策: 案例分析實務簡倍祥, 葛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14 兒童教育養成73個準則: 教育專家教你輕鬆掌握學齡兒童的內心、情緒與認知發展錢源偉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嘉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管理資訊計算編委會



9789862254721 SOS!素顏搶救班: 粉刺、暗沉、瑕疵、脫皮、出油及粗大毛孔,只要保養觀念正確,通通有救!愛漂亮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38 鎖骨美,手臂瘦: 行動健身房,醒著就能瘦! 瘦身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45 10分鐘變正妹,女孩必備的第一本彩妝書 I'm READ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2254752 美國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69 荷蘭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76 1天1動作: 細長腿、提拉臀、匀腿、矯正骨盆! 瘦身女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83 每天10分鐘,瘦腰、平腹、拉提臀: 坐x躺x站,24小時美麗體態全功略I'm READ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90 芬蘭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806 彩妝師教你打造零妝感蛋白肌 莫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813 潘及的冒險日記 中一製作小組圖.文;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30324 3A試題篇: 自然與生活科技(康版). 4 林瑞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31 3A試題篇: 數學(康版). 2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48 3A試題篇: 數學(康版). 4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62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2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79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4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79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4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86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6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86 3A試題篇: 數學(翰版). 6 盧建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93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2 妍如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393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2 妍如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409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4 言夏秦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423 3A試題篇: 歷史(翰版). 4 莊子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430 3A試題篇: 地理(康版). 2 李宛芸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447 3A試題篇: 地理(康版). 4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漢華文教



9789864330454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2 李亞軒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454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2 李亞軒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461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4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6698774 達陣高中複習講義. 化學 黃碧芳編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449 渡岸法光 奧修(OSHO)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901 塵封的戀情 深圳1990 後來不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014 說愛蓮 江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021 孔子隨喜 薛仁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038 熱帶女子迷航誌 梁金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045 手機與西門慶: 隱地書話選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052 順成之路: 順成蛋糕創辦人吳順成的故事 吳順成口述; 侯延卿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09668 睦澔平唱遊世界文學集 睦澔平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鳳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8

旗開



9789573909750 父與子 伊凡.屠格涅夫著; 耿繼之原譯; 陳逸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81 小鎮醫師診療絮語 葉宣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98 江湖 徐樂眉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04 臺灣音樂之光: 林衡哲音樂札記 林衡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09828 南方之城的十二位女子 郭漢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59 詩歌 王仁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66 網路英雄 李大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80 佛陀在貓瞳裡種下玫瑰 江文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10 我不愛印度? 亞瑟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125 洪仲毅彩瓷選集 洪仲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0125 洪仲毅彩瓷選集 洪仲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0066 Marvel英雄勵志集. 4, 決心與堅持 Marvel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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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0899 腦筋急轉彎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30950 Cars闖天關: 我是特技天王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30967 Cars闖天關: 鬥陣西班牙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30974 Cars闖天關: 外星奇遇記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30981 Cars闖天關: 看我東京甩尾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30998 Cars闖天關: 倫敦搖滾記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5614034 腦筋急轉彎: 我和情緒小精靈: 認知學習手札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鳴嵐國際智識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華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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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14058 科學小天才: 動腦動手大探索 恐龍世界 探索頻道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4065 科學大探索: 動腦動手玩知識 人體奧秘 探索頻道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4072 科學小天才: 動腦動手大探索 野生動物 探索頻道作; 韓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4089 科學小天才: 動腦動手大探索 太空巡航 探索頻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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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30912 動物方城市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4140 恐龍當家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韓佳宏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75 華語文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江惜美主編 平裝 2

9789866767999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6楊瑞蓮主編 其他 1

9789869307758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6 OSET2016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07758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6 OSET2016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68 兩岸民商法法律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5 王文陵等作 平裝 1

9789866767968 兩岸民商法法律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5 王文陵等作 平裝 1

9789869307741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吳珮君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51 銘傳大學社會設計與韌性永續規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林文苑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銘傳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20 無限公私: 銘傳大學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 第33期銘傳大學第33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作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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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7734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游秀雲主編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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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25621 今日遇見聖若望 陳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21 今日遇見聖若望 陳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38 梵蒂岡: 第二屆大公會議 鄒保祿神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69 廚扉有愛 李秋涼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731 阮ㄟ心靈地圖: 嘉義市紅毛埤女畫會十週年展 李福財作.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嘉市紅毛埤女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1815 一顆黑豆賣遍全世界,食品上網這樣賣,營收千萬做得到: 自家美食、地方特產、小農商品網路熱銷的14項鐵則井上敬介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22 八卦醫學史: 在八卦中暢談科普知識,以正統醫學爬梳歷史真相甯方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39 八百萬種走法: 一個小說家的步行人生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46 驚奇的力量: 心理學家教你駕馭突發事件,利用驚喜打破單調的生活,點燃創意與生命力!塔妮亞.露娜(Tania Luna), 黎安.倫寧格(Leeann Renninger)著; 劉怡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53 剪接師之路: 世界級金獎剪接師怎麼建構說故事的結構與節奏,成就一部好電影的風格與情感賈斯汀.張(Justin Chang)著; 黃政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60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 跨物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接觸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77 莎士比亞故事集 蘭姆姊弟(Mary & Charles Lamb)著;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884 故事寫作大師班: 好萊塢知名「劇本醫生」教你STEP BY STEP寫出絕不跟別人撞哏、兼具情感厚度與立體結構的最強故事約翰.特魯比(John Truby)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91 開始越野跑: 挑戰山徑溪流,越野裝配與訓練一步到位曾尉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907 德國一流大學教你數學家的22個思考工具 克里斯昂.赫塞(Christian Hesse)著; 何秉樺, 黃建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914 給孩子的詩 北島選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921 素食者 韓江作; 千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938 把時間當作朋友: 沒有人能管理時間,你真正能管理的只有你自己 給app分心世代的心智效能提升手冊李笑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952 百萬隻躲貓貓 露露.梅約(Lulu May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983 蟑螂 尤.奈斯博作; 謝孟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990 路茲先生的經典基礎插畫技法書: 跟華德.迪士尼的老師學插畫(經典百年復刻版)路茲先生(E. G. Lutz)著; 歐蓮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0406 情緒的毒,身體知道: 從身體找到控制情緒的開關,跟生氣、不安、悲傷、憂鬱、恐懼說再見,啟動健康自癒力自凝心平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413 古人原來是這樣說話的 許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420 哲學經典的32堂公開課: 從<>烏托邦到面對貧富不均的<> 輕鬆讀懂2000年偉大思想精華,享受暢快淋漓的哲學辯證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437 百萬隻汪汪汪 露露.梅約(Lulu May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7325 短指甲的心機彩繪 根本佐和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70 禁忌世代: 衝撞 安娜.陶德(Anna Todd)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394 實現夢想時,會發生什麼呢? 石田久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精誠資訊



9789865617400 無聲告白 伍綺詩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31 在家也能簡單烘焙日式麵包 伊塔倫倫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62 畫怪物的男孩 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86 那些年,我們都學著自己長大 艾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493 贊否兩論主廚的究極火鍋料理 笠原將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09 圖解戶外活動完全指南 Lachlan McLai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16 領導的品格: 給想要成為「讓人願意追隨」領導者的51句話岩田松雄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30 童話華爾滋 田代知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47 零秒思考力. 實踐篇: 速度能解決一切的工作術 赤羽雄二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54 日本人妻邊惠玉教你做家庭幸福料理154道 邊惠玉著; 邱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561 色鉛筆創意圖文手繪 徐汝珍著; 草滾滾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578 沒有你,我好快樂 寇特妮.暮兒(Courtney Maum)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585 日本人妻邊惠玉教你做家庭幸福便當 邊惠玉著; 張鑫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615 平常心: 整理「煩亂心緒」的93個訣竅.迎向從容的人生植西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622 喝一碗醞釀節氣的好湯 黎慧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660 我的船上沒有手下,只有夥伴!: 向航海王學願景領導力李世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677 釜山,美好旅行提案200 梁昭嬉, 徐語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691 Cafe Brunch星期天的料理時光 鄭榮仙作; 陳冬雪, 林筱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14 小小創意,激發你的畫畫超能力: 5位日本人氣插畫家x636個卡哇伊圖案阿部千香子等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21 讀詩.寫字: 最美古詩習字帖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38 輕享瘦料理200道 主婦之友社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52 贊否兩論主廚的絕品丼飯料理 笠原將弘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69 One world 喜多川泰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76 俐落彩妝: 忠於自我,形塑風格,你也能成為個性十足的紐約女子Roman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17783 東京,一期一會 中古小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90 原諒石 羅莉.奈爾森.史皮曼(Lori Nelson Spielman)著; 嚴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06 Milly嚴選!東京x京都。超值午餐100 Mill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44 彩色簽字筆塗鴉樂園 朴英美著; 林筱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51 給十年後決定自殺的父親 尹熙一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75 奇幻夢境. 2, 用色鉛筆創作出超立體的彩繪著色書!Amily S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82 給10年後,不後悔的自己 藤卷幸大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899 飯糰日和 May著; 陳冬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905 曼谷,美好旅行提案100 IRe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936 家的餐桌旬味: 175道私房料理,52款飲食提案 May著; 張鑫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974 奇幻夢境. 2: 彩繪塗鴉本 Amily She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048 慧光集. 65, 中觀莊嚴論解說.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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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96747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所畢業專輯. 2016 高之廷平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709 尖;大,小,成尖。: 移地跨海工作營。實踐大學X同濟大學陳文祺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818 一所生命的學校: 尼泊爾菩薩沙彌學院 陳辰后企劃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825 善食事 王培仁作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摩舍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3248 Arduino超入門: 創客.自造者的原力 章奇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640 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 白天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640 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 白天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695 帝國興亡下的日本.臺灣: 1895-1945年增訂寫真書王佐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2695 帝國興亡下的日本.臺灣: 1895-1945年增訂寫真書王佐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7400 煙雲樂土十四載: 大滿洲帝國史話寫真 王佐榮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5279 以藥濟世 以真樹人: 嘉南藥理大學創校50週年 李憲章等採訪.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5286 永續性產品與產業管理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楊英賢, 嚴聖博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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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嘉南藥理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南藥理大學綠產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9789869159661 逾越節指南 劉代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57005 夜風WORKS「幻想神繪」 夜風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57012 官將: 賞善罰惡 宴平樂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7531 崩仙逆道 雨暮浮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57609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7807 勇者靠邊站 艾艾羅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58408 老婆是萌系漫畫家 こげどんぼ*著; 王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939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59504 未來神話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01448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1448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1820 皇上與我共戰袍 茴笙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01844 皇上與我共戰袍 茴笙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02162 星河主宰 彩虹之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2223 不正常の戀愛關係 逢時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2230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4602247 斬仙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4602308 至尊皇圖 長生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2384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2490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2490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55803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556176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03145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9789864603152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03169 花都修真者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02506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3008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3251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3268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3275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3565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3572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3114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3121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3138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2520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2537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55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602568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02575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03091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603107 超級戰兵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602599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2605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3015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347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348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3589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359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2636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3343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3350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3053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3060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2650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2667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68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0269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0270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03176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03183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03190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03206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0329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86460330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864602728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460273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460328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864603329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3336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2759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2766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3312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780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3428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3435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2797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2803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3077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3084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282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336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337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2834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3022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3381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2841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2858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3442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3459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2865 絕命拍檔 鬱兔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3466 絕命拍檔 鬱兔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872 從前有座靈劍山 國王陛下作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2889 神.話. 5, 此世終結的理想國 八爪魚作 平裝 1

9789864602896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3497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2902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2926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3503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3510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2933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2957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2964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3398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3404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3411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2971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2988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2995 上仙 這不會是結局吧?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03039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046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213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3220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3237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3558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3244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3527 Love Machine戀愛網遊 衛亞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534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541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602 在非人類高中就是要活著畢業呀!不然要幹嘛? 雷明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619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626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633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640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657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664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671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688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695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296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395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401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4982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3701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718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725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732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3749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3756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4593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4609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3763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3770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378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4432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444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4456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3855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864603862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4603879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4604500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4604517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4604524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4604579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3886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3893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4562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3909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3916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3923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4586 尋寶記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03954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0396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0397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0398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0469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0470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0471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0472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04005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4012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4029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4531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4548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4555 血脈戰神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4036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043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4630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4647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4050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4074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081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678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685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4098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4104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4111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4616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4128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135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739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142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159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753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760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4166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4814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4180 傲世聖君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4203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4210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4869 神御萬界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4227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234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777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784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4258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4821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4838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4241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4265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791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807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272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654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4661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4975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4289 星河巫妖 情終流水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4302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845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852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876 在非人類高中就是要活著畢業呀!不然要幹嘛? 雷明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4890 Love Machine戀愛網遊 衛亞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064 武神碎片 蠶繭裡的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460511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512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5132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5149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5156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644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200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5217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5224 醫道生香 梁不凡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5231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248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5255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262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286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5279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5316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323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330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5347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5354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5361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5613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5378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5392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5408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49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05507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05811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0582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0583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06566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05842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5996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6009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016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6023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6030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6047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6078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085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6108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12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06146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160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6184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6207 在非人類高中就是要活著畢業呀!不然要幹嘛? 雷明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283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382 蜂舞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07

送存冊數共計：271

臺灣山二



9789869251808 珍愛藝生. II, 吳綿珍D'eborah畫集. 2015 吳綿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0570 工程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五屆張基成, 羅希哲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720 文化與空間管理. 六: 景觀創意與絲路尋訪 孫台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826 東方牙周病學暨植體學 董醒任等人作 2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890 巴哈歐拉啟示錄 阿迪卜.塔希爾紮德著; 曾佑昌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910 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家學術期刊 顧立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5910 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家學術期刊 顧立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巴哈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公益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西風水比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3299 中部美術展. 第63屆 廖本生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1199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四十四屆 梁惠敏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2908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四十五屆 林仁傑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212908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四十五屆 林仁傑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5519 棒針編織初階課程 林淑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1496 判例國際公法. II 黃居正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7424 你活在一個夢架構 Temp Temp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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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毛線手藝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水彩畫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423 拾穗北岸藝載桃源: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會員聯展. 2015尤雪娥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022 臺、日、韓聘任幼兒運動遊戲教師動機、決策行為及滿意度之研究黃永寬作 平裝 3

9789868605022 臺、日、韓聘任幼兒運動遊戲教師動機、決策行為及滿意度之研究黃永寬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0818 英語語言管理操作手冊. 大專篇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語言管理工作小組編著; 陳超明主編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604 太魯閣族的另一種鄉愁: 花蓮縣吉安鄉太魯閣族人的移動故事林金全等口述; 蔡沐恩等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56687 美味的飯糰大魔王 風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56717 偶像總愛被吐嘈! サイトーマサト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57004 約會大作戰. 7, 真實美九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3508 許配協議 フクダ一ダ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6554 大仙術士李白 葉明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動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幼兒體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



9789863667384 妖怪YOKAI 小松和彥監修; 銀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599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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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3668398 舊書大宅殺人事件 てにをは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527 猛獸校園日記 佳門サエコ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978 舞武器舞亂伎 咆哮THUNDER 逸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907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6, 六花的王女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159 打工吧!魔王大人. 前進高中篇 和ヶ原聡司作; 三嶋くろわ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9685 好旅宿100選: 旅途中最重要的事,入住美好生活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92 每天都是美好咖啡日 Walker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708 幽落町妖怪雜貨店. 4, 黃昏的紙芝居 蒼月海里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715 PSYCHO-PASS心靈判官 深見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9722 招財貓神社之貓妖生活團團轉 有間カオル作;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739 那年夏天,我撥去的電話 三秋縋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746 窺伺之眼 三津田信三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753 難道硬奇幻已經不行了嗎!? 月亮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9760 凰的男臣. 3, 滿朝文武皆美男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777 夜行騎士 Killer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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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669791 重裝武器. 9, 零下一九五度的救贖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807 La Loquera血弒 宗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814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9821 歡樂☆公寓 桂明日香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838 我的戀愛過敏處方箋 佐倉リコ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845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9852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敗者們的榮耀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9869 愛戀靈距離 高城リョウ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876 Fate/Kaleid liner 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9883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9890 我的學妹哪有這麼可愛! 伏見つかさ原作; いけださくら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9906 嗜虐之月 出口きぬごし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913 魔法工學師 秋ぎつね作; 余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920 惡德之楔 中原一也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937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9944 帕納帝雅異譚. 5, 雙界的幸福 竹岡葉月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951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7, 師族會議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9968 我就是要玩TRPG!異端法庭閃邊去. 上, 純血的暗精靈おかゆまさき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975 我被召喚到魔界成為家庭教師!?. 1, 派遣地點是魔王宮鷲宮だいじん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982 皇帝聖印戰記. 4, 漆黑的公女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999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0001 美食吃飽飽: 東京吃到飽 青沼貴子作; 陳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018 艦隊Collection陽炎,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025 告白預演系列. 4, 現在喜歡上你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032 凶手就是你? 黑沼昇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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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0056 蘿球社! 蒼山サグ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0063 虛空之盒與零之麻理亞 御影瑛路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0070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087 笨狗男友的馴服指南 見多ほむろ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094 櫻花莊的寵物女孩 鴨志田一原作; 草野ほうき漫畫; 一二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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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0117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 Zun原作; 春河もえ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124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博士漫畫; 上野原案; Mug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131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0148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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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0186 惡魔高校DxD. 20, 出路諮詢的彼列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193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0209 噬血狂襲. 13, 深淵薔薇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216 Fate/Prototype蒼銀的碎片 櫻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0230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278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0285 放學後的青春片段 五十嵐藍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292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0308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3, 末代忍者少女降臨(二)Bradley Bond+Philip.N.Morezez原作; 余湖裕輝漫畫; 林哲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315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322 美眉憋不住 走馬燈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0339 Not lives 烏丸渡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346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0353 ZONE-00零之地帶 九条キヨ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0469 魔法科高中的優等生 佐島勤原作; 森夕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476 姑獲鳥之夏 京極夏彥原作; 志水アキ漫畫;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483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0506 境界線上的地平線 川上稔原作; 武中英雄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0513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0520 記錄的地平線 喵太班長的幸福食譜 橙乃ままれ原作; 草中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0537 小長門有希的消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0551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0568 機動戰士鋼彈 逆襲的夏亞: 貝托蒂嘉的子嗣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さびしうろあきx柳瀨敬之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0575 弒神少女綺露琪 的良みらん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0599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0605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0674 唐草圖書館來客簿. 3, 冥官小野篁與短夜追憶 仲町六繪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0704 深夜的溫馨晚餐. 3, 大哥與鬆餅 椹野道流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104 緊急應變計畫原則與實務 姚大鈞, 單信瑜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6341 亞洲運動人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國家暴力與現代性中的鄉愁. 2016年第四屆寒川恒夫, 徐元民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0764 蠍子之家. 上, 複製人崛起 南茜.法墨作; 劉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1181 棺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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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1198 謝謝樹爺爺 我會跳繩了! 森山京作; 黑井健繪; 邱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204 蚯蚓阿俊 璧谷芙扶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211 半個地球的距離 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著; 劉清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228 野貓軍團壽司店 工藤紀子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235 你有沒有看到大象? 大衛.貝羅(David Barrow)作.繪;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242 蚯蚓救難隊員 璧谷芙扶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259 誰來救王妃 珊寧.海爾(Shanon Hale)著; 趙映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266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花田鳩子作; 福田岩緒繪; 陳瀅如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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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宗教文化推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9

送存冊數共計：89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9789869195409 南贍部洲臺灣靈山寶地 朱淼炎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8194 重度菸癮者與海的約定 榎田尤利原作; 峰島なれこ漫畫;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22 戰國BASARA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19030 公關技院. II 室積光原作; 豬熊忍漫畫;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9047 迷戀上你的雙眸 日野かラス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054 自戀之吻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061 無法討厭你 白桃ノリコ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085 下流賤貓鬥不過好奇心 天王寺ミオ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83 一期之夢: 始末屋.利助的怪異事件帳 宮本佳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20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319337 青鬼. 闇蘇露篇 noprops原作; 黑田研二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44 Cold heart in tokyo 木原音瀬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51 忠犬秘書的憂鬱 みやもと水風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68 蜜糖城堡: 佐藤和佐東 晚餐之卷! 日の出ハイム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7036 TOMICA超圖鑑豪華版 TAKARA TOMY股份有限公司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82 澪之料理帖. 柒, 夏日之虹 髙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29 愛上烘焙的誘人甜點110款 稲田多佳子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36 堅持利潤的價格談判術 箱田忠昭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98 嘗一口鮮果滋味!大師級繽紛水果塔派 森和子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504 故事的結局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511 魔女 リョータイ, すずきP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528 ALICE IN MUSICLAND愛麗絲音樂仙境 OSTER project原作; 狐塚冬里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542 猜猜我們誰是攻!!!: 麻煩的型男 柊のぞむ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559 宅宅的憂鬱 ヤマヲミ漫畫; Quince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9789863319573 戰國BASARA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19580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3319597 我愛舒芙蕾 福田淳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03 料理鐵人親授83道私房家常菜 黑木純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10 7天打造最強營業部隊!: 讓100家公司起死回生的戰略大公開寺岡晟著; 王靖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27 餐桌上的幸福: 法式抹醬麵包、熱三明治 サルボ恭子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34 超Q脆皮泡泡歐芙59款: 免發酵x易上手x多變化 上田まり子著;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41 一學就上手!圖解電鑽技巧全書 高橋甫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58 令人煩惱的床上關係 町屋はとこ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65 拒絕大腦初老症!: 日本職能治療師都在用的強效記憶法菅原洋平著;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72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9689 一學就會!達人級蛋糕甜點裝飾技法 熊谷裕子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696 熱熱沙拉也好吃!烤煎&微波&輕漬沙拉80道 藤原美佐著;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02 超仿真可愛黏土多肉、花草小物 ゆげ＆きたのこ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19 你可以活得更快樂: 享受人生的34種思考方法 小林獎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26 晚安,布布 淺野一二O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319733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19740 四號X警備: 九命怪貓 葛井美鳥作; KUMAKO藝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57 白衣的共犯者 東野海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64 兔子神與我 真田和史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71 青鬼. 異形篇 noprops原作; 黑田研二作; 林柏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88 悪之大罪: 悪食娘康奇塔 悪ノP作; 神威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795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50085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319801 箱庭 國枝彩香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18 零失敗鬆餅粉甜點102道: 人氣店美味鬆餅、蛋糕在家完美重現!黑木優子, ムラヨシマサユキ著; 喻慧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25 清爽好滋味!簡單上手的無奶油點心70款 宮代真弓著;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32 百變梅滋味!梅乾研究家私藏105道超美味梅子食譜小川睦子監修;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49 AV男優Q&A: 從業界祕辛到性愛技巧,SHIMIKEN完全爆料清水健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56 永遠賞味期!神奇的黏土甜點飾品 關口真優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63 創新小鉢料理210道 橫井清, 下山哲一, 阿部英之作;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70 蛙類超圖鑑: 品種、特徵、飼育知識統統告訴你海老沼剛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87 米其林二星美味醬汁料理: Le Mange-Tout主廚親授谷昇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894 超弱刑警暴甘糟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00 無法抗拒的鮮美食感!名店主廚的創意沙拉 秋元さくら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17 用對心機,讓你職場人際學all pass! 五百田達成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24 澪之料理帖. 捌, 殘月 髙田郁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31 斷捨離說話術 山下英子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48 向日本名店學習創意美味咖哩 水野仁輔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55 恆心效應: 為什麼職場成功人士都堅持做對的事?安達裕哉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962 累: 醜陋的東西都是不被需要的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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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3319986 BL童話: 腐女無可救藥的空想物語 ブライト出版編集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9993 山田職員與田中課長 夏水りつ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09 樂園之檻 鳴坂リン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16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50023 BL緊急戀愛戰爭 椎名秋乃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30 我和你的親暱關係 腰乃漫畫;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47 獅子也難抗拒(完全版) 桐祐キヨイ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54 惡之大罪: 安眠公主的贈禮 惡ノP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61 惡之圓舞曲「惡之大罪」導覽書 惡ノP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78 那手指追憶過的傷痕 劍解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092 高爾夫球揮桿技巧: 讓球飛得又直又遠 新井真一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08 Caroling聖誕夜奇蹟 有川浩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15 新味覺饗宴!創意主廚的獨門肉料理 横田渉著; 喻慧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22 高空新玩法!空拍機玩家手冊 高橋亨監修;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39 經典法式一口甜點: 8位專業甜點師傅的美味配方柴田書店編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46 我的紐約食光 坂田阿希子, 伊藤まさこ, 仁平綾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53 江戶前壽司技術大全 全國壽司商生活衛生同業組合連合會監修; 小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60 可愛又逼真!袖珍黏土三明治、麵包飾品 關口真優著; 劉玫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77 禁斷心理術: 操控人心的170個技巧 心理達人研究會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84 不是菁英卻無可取代!成為搶手人才的關鍵法則高城幸司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191 新食感x新享受!挑逗味蕾的法式烘餅54款 渡邊麻紀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207 不生氣的練習: 讓憤怒瞬間消失的情緒控制術 安藤俊介監修;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214 日本人氣咖啡廳の經典甜點: FRANÇOIS喫茶室、銀座Café Paulista、資生堂PARLOUR......等山村光春監修;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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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50238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50245 花嵐之夜 宮城とおこ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252 甜心寶貝,我要親親 紺色ルナ作; 流川昂譯 平裝 1

9789864750269 重要的是,想再次說愛你 黑岩チハヤ漫畫; 謝旻釗譯 平裝 1

9789864750283 嚐一口戀愛的滋味 山田バビコ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290 年下男子與平凡教師 白桃ノリコ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06 公關技院. II 室積光原作; 豬熊忍漫畫;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0313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0337 Just Be Friends.只能做朋友 Dixie Flatline原作; 木爾チレン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44 世界最美的超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0368 持之以恆的技術: 好事沒那麼多磨,只要堅持一下,人生就能成功Tadaaki Kobayashi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99 四季創意磅蛋糕: 日本名店circus的獨創甜點食譜セキグチテルヨ著;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05 獨享美味 小巧戚風蛋糕41款 下迫綾美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12 聰明可以鍛鍊,關鍵就在邏輯思維 渡邊Paco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29 醋料理大全 吉田靖彥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36 麵團超變化!免發酵の美味披薩&甜披薩 島本美由紀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43 黑膠唱片數位化: 保留記憶中的動人美樂 藤本健, 大坪知樹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50 從樹木到全景 給新手的20堂水彩風景寫生課 久山一枝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67 嚴選乳酪手帖 宮內祥子著; 簫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74 北海道HO. 春夏號 大鹿寛編著; 梅應琪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481 成功不是贏在起跑點,而是贏在找對方向! 井口晃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504 員工快樂公司也賺錢!日本最幸福企業的成功法則山田昭男著;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8349 iLAB Analog類比電路設計、模擬測試與硬體除錯陳雲潮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48 自動控制 傅鶴齡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55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or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y priority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Ping-huang Samuel Sheu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62 實用生物統計方法及R-Web 鄭光甫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79 現代測量學 葉怡成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86 iLAB Digital數位電路設計、模擬測試與硬體除錯陳雲潮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493 古中國書籍具插圖之機構 蕭國鴻, 顏鴻森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005 好地方,好故事 陳冠鳴主編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8538 劉雲樵傳: 宮式八卦養生內功 郭應哲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知識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亞瑟網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武藝文化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0

送存冊數共計：111

臺灣東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867 The proceedings of.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psychology,and social sciencesKnowledge Association of Taiwan等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8303874 The proceedings of.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information,and service scienceKnowledge Association of Taiwan等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7338 藝鑑 黃圻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345 藝經 黃圻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5549 海峽兩岸翰墨名家書畫展. 二0一六第二屆 洪錫銘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7980 建築技術資訊. 創刊號 畢光建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353 原住民族運動.媒體.記憶: 後殖民進路 以撒克.以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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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埔里獅子山正覺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物收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音.悅工場



9789868695610 釋門歸敬儀通真記 (唐)沙門釋道宣撰; (宋)沙門釋了然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27 敬書惜字法語公案集 古賢實蹟會集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34 緇門崇行錄淺述 (明)蓮池大師作; 吳錦煌居士淺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41 在家律學概說 五戒表解暨講要合刊 懺公上人表解; 果清律師主講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58 新刪定四分僧戒本 四分比丘尼戒本合刊 (唐)沙門釋道宣刪定; 傳戒比丘讀體依藏重刻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65 占察善惡業報經義疏 (明)蕅益大師述; 天竺三藏菩提燈譯 精裝 1

9789868695672 影塵回憶錄 倓虛大師自述; 大光記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329 臺灣書法學會會員聯展暨第三屆臺灣杯全國書法比賽作品輯廖火煌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059 供應鏈管理: 從願景到實現: 策略與流程觀點 Stanley E. Fawcett, Lisa M. Ellram, Jeffrey A. Ogden原著; 梅明德編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2803097 多功能英語關鍵字彙大全: 考試致勝之鑰 陳明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158 朗文一次掌握必背7000字 陳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165 電磁學 David K. Ch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202 Sounds Good, Student Book Ken Beatty, Peter Thinkler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03219 Sounds Good, Student Book Ken Beatty, Peter Thinkler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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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36327 神秘的太空 羅伯.洛伊德.瓊斯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 安莉卡.魯西納圖;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433 環球大探險 瑞秋.威廉斯文; 露西.麗瑟蘭圖; 林德怡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9789862036495 透視身體互動百科 OKIDO文.圖; 陳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29654 胡宗南先生文存 胡宗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29906 意象地圖: 閱讀圖像中的愛與憎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著; 薛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0049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 俞天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087 別等失智上身: 瞭解它、面對它、遠離它 王培寧, 劉秀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0100 武則天傳 雷家驥著 臺灣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0117 書寫@千山外: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作品大賞 傅士玲主編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124 班恩不見了 吉莉.麥克米倫(Gilly Macmillan)著; 席玉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131 翔鷺: 歐洲暨紐澳華文女作家文集 林婷婷, 劉慧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162 華語導遊、外語導遊考試: 歷屆試題題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整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179 華語領隊、外語領隊考試: 歷屆試題題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186 失控的謊言 麗莎.嘉德納(Lisa Gardner)著; 郭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193 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著 增訂臺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209 泰國史 陳鴻瑜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0530216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日語: 歷屆試題題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223 外語領隊、外語導遊英語: 歷屆試題題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整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230 外語導遊韓語: 歷屆試題題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整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247 橘枳之間: 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 張上冠等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261 伊斯蘭文明: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著; 高慧玲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08 梵我思辨: 木村泰賢之印度六派哲學 木村泰賢著; 釋依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15 一鍋搞定: 只要15分鐘,超美味義大利麵優雅上桌莎賓娜.弗達-侯樂(Sabrina Fauda-Role)著; 周伶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60 宋美齡的後半生: 找到真實的第一夫人 呂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84 人言詞話: 賞析古代中國六十位宋詞名家 吳東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91 科學也可以有靈性: 面對死亡階段的應對之道 成和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商務



9789570530407 純真年代 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著; 賈士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414 秦始皇傳 張分田著 臺灣二版 精裝 1

9789570530438 出發去南美: 玻利維亞、智利和厄瓜多的冒險旅程柯姿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445 手書我的青年時期: 于右任書法珍墨 于右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605 二林教會九十週年紀念特刊 李隆吉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356 田野歸來. 中,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 傳播與流動楊鳳崗, 高師寧, 李向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189 人民的權利與轉型正義 施正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320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5年辛培舜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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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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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臺灣基督長老彰化中會二林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9789869177115 止痛藥物與骨骼健康 楊榮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812 腳鬥士運動9讚: 基本技術介紹/教學遊戲設計 黃蕙娟, 陳竟明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0424 完全製片手冊: 陳薇助理教授升等作品 陳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868 PCBSHOP採購指南. 2016 [臺灣電路板協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579 急診高級急救術暨高級心臟救命術手冊. 2016 廖訓禎, 廖浩欽主編 第12版 平裝 1

9789868721579 急診高級急救術暨高級心臟救命術手冊. 2016 廖訓禎, 廖浩欽主編 第12版 平裝 1

9789868721586 急診小兒基礎暨高級急救術EPBAR訓練教材. 2016廖訓禎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103 Persil衣起寫生作品集 臺灣漢高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漢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新視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腳鬥士運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604 臺灣鞋訊之鞋類英文 賴培根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063 臺灣膠彩畫展. 第三十四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2942 順產操: 專為孕婦設計安全又有效的快生少痛孕婦瑜珈松本智子作 其他 1

9789861302959 女孩愛變裝ILLUSTRATION時尚服裝簡筆畫: 專屬與孩的服裝插畫教學李賢美著,譚妮如譯 平裝 1

9789861302966 變裝派對: 專屬女孩的服裝設計著色本 李賢美著 平裝 1

9789861302973 失心瘋!我愛文具開好運 谷口令著; 徐瑞羚譯 平裝 1

9789861302980 圖解人體: 探索從頭到腳、由裡而外不為人知的身體奧秘!日本醫學博士的紙上解剖圖!竹內修二監修; 游婉翎譯 平裝 1

9789861302997 外匯投資初學指引: 五張表買遍全世界,讓你不只賺投報率再加匯率差!張真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2638 法式肉類料理聖經: 67道法國經典美味.600張圖解步驟,零失敗的職人級調理技術荻野伸也作 平裝 1

9789861303000 韓國家事女王的10分鐘聰明打掃術: 1天1次1空間,絕對不疲累!年終不必大掃除,永遠不髒亂,輕鬆打造乾淨的家朴賢貞作 平裝 1

9789861303017 油漆粉刷技巧: 史上第一本!刷出漂亮家居 m+oss作; 高凰惠譯 平裝 1

9789861303031 蛋營養.常備蛋料理100道 寶島社編輯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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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膠彩畫協會



9789868220638 臺糖70週年紀念專刊 蕭光宏執行編輯 精裝 2

9789868220645 高雄市市定古蹟橋仔頭糖廠古蹟: 原理髮部、聖觀音像及其基座修護再利用研究調查陳啟仁計畫主持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8827 宏觀微塑: 臺灣國際袖珍雕塑展. 2015 臺灣雕塑學會秘書處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127 隨緣筆記-面對: 法辭隨講 陳菱瑩主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127 隨緣筆記-面對: 法辭隨講 陳菱瑩主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824 ICD-10-CM病歷書寫概論. 2015 張琳惠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8791 反霸凌: 終結戕害和諧與效能的殺手 張婷, 李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115 護理專案之執行與撰寫 陳玉枝等著 再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醫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禪心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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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305 釋放你的個人魅力: 八個頂尖銷售人才最不為人知的溝通秘訣馮安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903 音響入門誌. 揚聲器篇 林于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910 音響入門誌. 音箱篇 林于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927 音響入門誌. 擴大機篇 林于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934 音響入門誌. DAC篇 林于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941 音響入門誌. 無線傳輸篇 林于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927 神奇的不生病蔬果汁: 提升免疫力 李馥, 韓桂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927 神奇的不生病蔬果汁: 提升免疫力 李馥, 韓桂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魅力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川音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884 50道日本最夯的冷凍蛋料理: 只要放進冷凍庫,蛋的味道就會更加不一樣哦!小澤綾乃著; 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97 一口完食の迷你點心65道 中村美穗著; 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73 掌握重點の居家親子收納整理術: 日本超人氣居家收納達人,告訴你巧妙的收納重點,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脫離對物品的執著!宇高有香著;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348 拜對了,好運跟著來!: 給你正確的拜拜觀念,有拜有保庇!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265362 醬滷最有味!: 184道經典必吃的滷味料理,這樣配好下飯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9297516 寫出一手漂亮的原子筆字 樂友文化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297523 輕鬆練出鋼筆美字 樂友文化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297530 跟著婆婆媽媽去菜市場學買菜、學做飯 樂媽咪廚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513 放大檢視對食物的新觀念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587 用創意翻轉世界: 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的逆襲費德里克.艾恩(Fredrik Härén)著; 張家綺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594 自殺之國 柳美里著; 皇帶魚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600 如何不對小事耿耿於懷 手塚千砂子著; 林謹瓊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136 功夫熊貓. I: 電影故事繪本 凱薩琳.海卡(Catherine Hapka)作; 馬塞羅.馬特里(Marcelo Matere), 賈斯汀.傑拉德(Justin Gerard)繪; 鄧捷文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464 功夫熊貓. 1: 電影小說 蘇珊.寇曼(Susan Korman)改編; 鄧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336 毓老師講老子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吳克, 劉昊作 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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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養正堂文化



9789869252072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14冊 2

9789869252089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252089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252096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14冊 2

9789869315104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韓國萬國兒童佈道團教材研發部編輯; 林美珍等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14冊 2

9789869315111 臺北市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的政治行為之研究: 以處理校園親師衝突危機事件為例朱平瑜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241 頸椎症候群預防保養書: 遠離痠痛.壓迫.病變,全面剖析你的頸椎狀況!養沛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89 女人的美麗「腎」經: 經絡疏通.運動養護.食療照顧三大養腎方向,還妳動人好氣色!劉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302 日常の活腦訓練: 腦活力UP!積極主動.正向思考.持續鍛鍊,永保青春時的靈活反應!加藤俊德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319 創意素食月子餐: 無中藥味,滋補營養的省錢美味料理!吳琇卿, 邱寶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5326 九型人格學: 發現自我與提升心靈的完全手冊 胡挹芬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210 公務人員隨身手冊. 2016年 侯瑞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600 陸軍軍官校二十六期畢業六十 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紀念專輯陸軍軍官學校廿六期同學聯誼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624 一九四五請記得他們: 中國空軍抗戰記憶 朱力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86 留心花園,翻轉領導4.0: 引領組織成長,解決組織問題的心法與實際作為葉中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693 跟著畫,照著塗的美麗塗鴉練習簿 辛蒂.王爾德(Cindy Wilde)著; 林昭菁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養沛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2312 西班牙小步旅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 唐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312 西班牙小步旅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 唐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11 吳哥窟柬埔寨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11 吳哥窟柬埔寨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35 再來一碗!: 預算5000日圓以內,品嚐東京老舖美味安原真琴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35 再來一碗!: 預算5000日圓以內,品嚐東京老舖美味安原真琴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59 美國東岸: 紐約.波士頓.費城.華盛頓特區.尼加拉瀑布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59 美國東岸: 紐約.波士頓.費城.華盛頓特區.尼加拉瀑布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73 印度.不丹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73 印度.不丹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80 今晚,臺北覓食: 小酒館.居酒屋.創意臺菜.歐陸美饌.佐餐美景......下班後的暖心滋味TRAVELER Luxe旅人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80 今晚,臺北覓食: 小酒館.居酒屋.創意臺菜.歐陸美饌.佐餐美景......下班後的暖心滋味TRAVELER Luxe旅人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97 紐西蘭 蒙金蘭,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497 紐西蘭 蒙金蘭,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03 花蓮日日有意思: 慢行山海間的私房絕景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03 花蓮日日有意思: 慢行山海間的私房絕景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27 大阪神戶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27 大阪神戶Day by Day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41 東京都外一泊二日小旅行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41 東京都外一泊二日小旅行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58 歐洲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琴惠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565 英國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65 英國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89 義大利 李曉萍,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墨刻



9789862892589 義大利 李曉萍,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96 高雄日日有意思: 尋味港都好食光輕旅行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596 高雄日日有意思: 尋味港都好食光輕旅行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619 臺灣旅宿療癒秘境: 真的很想住一晚50+ 張麗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619 臺灣旅宿療癒秘境: 真的很想住一晚50+ 張麗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633 新加坡地鐵地圖快易通 黃浩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633 新加坡地鐵地圖快易通 黃浩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657 歐洲鐵道旅行. 2016-17 林志恆,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2657 歐洲鐵道旅行. 2016-17 林志恆,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642 普通物理學 Harris Benson原著; 蔡政男等編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145 小型迷宮異形的世界 王忠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471 美味酵素料理: 打造輕鬆瘦身的健康體質! 濱內千波監修; 沈亮慧翻譯 平裝 1

9789866252488 幸福的日式小食堂:新手也可以!快速上桌! 小林まさみ[作] 平裝 1

9789866252495 蘋果甜點大全: 從冰涼菓子到燒菓子,滿足蘋果愛好者的渴望!齋藤真紀[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4

歐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206 從種子到餐桌,食在好安心!: 小陽臺の果菜園&香草園藤田智監修;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20 花時間: 清澄雅致的真夏花朵.以花色獻上涼風 Enterbrain著;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37 木工&造景: 綠意の庭園DIY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244 愛花人必學: 67種庭園花木修剪技法 妻鹿加年雄著; 黃秀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33187 sol x solの懶人花園.與多肉植物一起共度的好時光: 多肉植物&仙人掌の室內布置&植栽禮物設計松山美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94 花藝名人的葉材構成&活用心法: N-style的花x葉.插花總合班永塚慎一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352 葉公超的兩個世界: 從艾略特到杜勒斯 湯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14 剪裁歧見: 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 凱思.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堯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45 階級世代: 富小孩與窮小孩的機會不平等 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著; 李宗義, 許雅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83 中土世界: 歐洲的古代起源 葛蘭姆.羅布(Graham Robb)作;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3142 這樣穿變型男!25種好感度激升穿搭術 MF變型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6321 思考致富: 窮人與富人之間的69堂財富課 富蘭克林.霍布斯(Franklin Hobbs)原著; 唐雅雲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45 生活小確幸: 重拾在塵世裡的真珠 林萬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52 汲取名人智慧: 閱讀人生,改變生命的大好機會 陳文彬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潮客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威國際文化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衛城



9789865756369 家庭中醫療法: 最適合百姓日常養生的妙招驗方趙國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76 文學鉅子舞臺: 徜徉在29位大師優美的精神靈魂中羅明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83 做個樂活老人: 銀髮族的幸福生活智慧 丘榮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390 西洋文學殿堂: 人類精神文化成果最燦爛的果實吳明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06 人體三大自癒療法: 輕鬆讀懂刮痧、拔罐、艾灸崔曉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13 世界藝術家舞臺: 瞬間捕捉才華洋溢的靈魂之美萬建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20 養好五臟不生病: 經絡穴位拍拍打打,氣血循環健康養生魯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37 逆商AQ: 突破逆境的力量,命運將從此改變 譚春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44 包容: 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在懲罰自己 李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51 良好的健康飲食可以預防與治療癌症 于爾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68 有趣的生存法則: 20部超完美的黃金定律 杜澤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75 寬容: 一隻腳踩扁了紫蘿蘭,它卻將香味留在腳跟上程知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82 有趣的幽默術: 改變生活的輕鬆調味劑 李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499 100個最簡單的Excel巨集指令範例圖解 蘇勝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05 活用關鍵性思唯: 就是成功者與失敗者的區別 李問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12 一年四季最常見的五色養生食物 魯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29 最簡單的家庭常見病嚴選驗方 大眾醫學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119 歷史: 羅馬帝國的崛起 波利比烏斯(Polyblus)著; 翁嘉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1126 以國家之名: 現代中國的一場革命 李鴻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87335 同居發現愛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媛書房



9789862787342 總裁爬上我的床 培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59 這男人的壞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66 小秘的孽緣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73 分手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80 邪情霸主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397 我要變美麗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03 帶刀女侍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10 女傭孕母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27 帶“種”的女人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34 調教我的模特 黎沁[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41 狂戀如歌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320 臺語詩酒360. 三 蔡澄甫作 第一版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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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21642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壽生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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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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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道齋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澄富電腦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惠雜誌社



9789868483828 衛道齋書會師生書法創作展專輯. 二 黃伯平等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475 正在學游泳的魚 黃韋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4482 親愛的還是要幸福: 不管我們20歲還是30歲,都值得在幸福的路上,找到終點芯菲著 平裝 1

9789869302401 #星期二的詩: 相愛是什麼 羅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385 Th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isure,hospitality,and tourism edu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張佩婷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354 填空: 德霖空設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3 德霖空設第五屆畢業班作 精裝 1

9789868636361 層視: 德霖空設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4 德霖空設第六屆畢業班作 精裝 1

9789868636378 拾間: 德霖技術學院空間設計系畢業設計專刊. 第一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9290 造,字,形 漢字在視覺傳達設計的建構與應用之創作李根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磐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霖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德霖技術學院空間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寫憶文化創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23956 傳統年菜與小吃 劉邦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23963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演練(葷食) 劉邦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428 菩薩修心七要訣 竹慶本樂仁波切著; 蕭人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054 侯麥 安東.德貝格, 諾爾.艾柏著; 范兆延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636 透過現代技巧學習長笛音色 羅伯特.迪克(Robert Dick)著; 李宗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643 「管樂大師Alfred Reed經典之夜」音樂會曲目之詮釋劉玄詠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604 樂齡學習方案發展: 企劃力培訓手冊 魏惠娟, 李藹慈作 平裝 1

9789869310604 樂齡學習方案發展: 企劃力培訓手冊 魏惠娟, 李藹慈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樹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齡活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4626 臺北車站誠品地下街 消費空間的建構與再現 吳守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823 樹人學報. 第十二期 李茂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789 有你，更能做自己 鄧惠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6189 美力,孩子看不見的競爭力 謝其濬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560 夢想甜點屋. 1: 滿懷夢想的心型櫻餅 工藤純子文; UKKE圖; 黃薇嬪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577 夢想甜點屋. 2: 祝福滿滿的栗子蒸糕 工藤純子文; UKKE圖; 黃薇嬪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2009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 張友漁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2023 電影裡的愛情學分: 64部影片,跟孩子一起談情說愛李偉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2030 電影裡的追夢人生: 62部電影,滋養孩子的熱情、勇氣與冒險精神李偉文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2047 精靈製造機: 林世仁的6個音樂奇想故事 林世仁文; 右耳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2054 發燒免驚!搞懂流感、腸病毒,小兒生病不心慌 黃瑽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292061 小紅嘴鳥的奇幻飛行 亞嘉特.德摩(Agathe Demois), 文生.高鐸(Vincent Godeau)文.圖; 邱瑞鑾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078 我的草根翻轉: MAPS教學法 王政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2085 小雨麻的馬克杯餐桌,開飯! 小雨麻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2092 我有理由 吉竹伸介文.圖; 黃惠綺譯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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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醫專



9789863640875 零負擔甜點: 戚風蛋糕X舒芙蕾X輕乳酪X天使蛋糕 7大類輕口感一次學會賴曉梅, 鄭羽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82 五星級西餐廚藝課： 50道結合創意與經典的美味食譜王為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99 和菓子: 職人親授,60道日本歲時甜點 渡部弘樹, 傅君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5924 頂級酒莊傳奇. 3 劉永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049 融化奶油的魔法塔派: 烘焙專家神奇秘方,運用2款常備派皮+更簡單的步驟,輕鬆做出歐陸風甜鹹塔派若山曜子著; 張成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56 放手畫禪繞. 3, 禪曼陀羅 蘇珊.麥尼爾(Susanne McNeill)著; 李商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63 露營料理不失敗: 戶外料理器具大解惑.炊事密技全公開.必備配件一次網羅!月刊Garvy編輯部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70 東京START!手繪散步美術館: 跟著繪本走!藝術、咖啡、雜貨,18條收獲滿載的私藏散步祕境杉浦爽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87 著色圈圈畫: 名人肖像 湯瑪斯.帕維特(Thomas Pavitte)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094 著色圈圈畫: 藝術之最 湯瑪斯.帕維特(Thomas Pavitte)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00 創作世代 川貝母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17 日本酒圖鑑: 超過300間百年歷史酒藏,402支經典不墜酒款,品飲日本酒必備知識與最新趨勢!日本酒侍酒研究會, 酒匠研究會聯合會監修; 陳瑩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62 日本餐酒誌: 跟著SSI酒匠與日本料理專家尋訪地酒美食歐子豪, 渡辺人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85 偉大攝影的基礎 亨利.凱洛(Henry Carroll)著; 劉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92 So Shoes!巴黎女人穿鞋指南 斐德希克.維塞(Frédérique Veysset), 伊莎貝.多瑪(Isabelle Thomas)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08 看圖學甜點: 烘焙技巧自學全書 梅蘭妮.杜普(Mélanie Dupuis), 安.卡佐(Anne Cazor)著; 韓書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315 設計師的餐桌哲學 吉庸.德羅比耶(Guillaune DE LAUBIER), 凱特琳.辛那福(Catherine SYNAVE)著; 李毓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339 那年春天,在車諾比 艾曼紐.勒帕吉(Emmanuel Lepage)作; 陳文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46 野田琺瑯活用術: 保存x調理x直火x常備,品牌傳人教你琺瑯容器的使用祕訣與料理食譜野田善子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53 這樣準備作品集 妃格.泰勒(Fig Taylor)著; 呂奕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360 平面設計師的手繪字型講座 東尼.瑟東(Tony Seddon)著; 陳建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橘井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01568 我們都是看當代醫學長大的: 當代醫學月刊傳奇廖運範等著; 張天鈞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0069 蘿鈴的魔力. I, 巫術族的預言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9521 蘿鈴的魔力. I, 巫術族的預言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019545 小豬大俠. 1, 變成螢光小豬 張之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19576 蘿鈴的魔力. II, 墨夷家族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019583 小豬大俠. 2, 逃離動物學校 張之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590 蘿鈴的魔力. II, 墨夷家族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0014 小豬大俠. 3, 替身的命運 張之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38 小豬大俠. 4, 真假莫跑跑 張之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69 小豬大俠. 5, 偷來的男主角 張之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076 蘿鈴的魔力. III, 不存在的祕方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90090 蘿鈴的魔力. III, 不存在的祕方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0113 穿越時報. 1, 夏商西周卷 彭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120 蘿鈴的魔力. IV, 信徒,生命的餘響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90175 蘿鈴的魔力. IV, 信徒,生命的餘響 陳柳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0151 穿越時報. 2, 春秋戰國卷 彭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199 穿越時報. 3, 秦漢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29 穿越時報. 4, 三國兩晉南北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281 穿越時報. 5, 隋唐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11 穿越時報. 6, 五代十國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35 穿越時報. 7, 宋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397 不可思議的彩虹羹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03 穿越時報. 8, 元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少年



9789865690441 健忘的郵差南瓜頭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72 穿越時報. 9, 明朝卷 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489 送紅果的幸運小子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19 穿越時報. 10, 清朝卷 彭凡彭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526 歡迎加入泥鰍會 段立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63 幸福: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二屆 龍圖騰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70 漫畫中國歷史. 8, 大漢王朝的興衰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87 神祕的快遞家族. 1, 生命,請簽收 兩色風景著; 郭輝陽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694 漫畫中國歷史. 9, 三國爭霸之漢末群雄逐鹿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00 追求科學與和平的諾貝爾 北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17 漫畫中國歷史. 10, 三國爭霸之赤壁之戰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24 漫畫中國歷史. 11, 三國爭霸之三足鼎立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48 我是你的守護星: 大狗叮噹 晏菁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90755 我是你的守護星: 大狗叮噹 晏菁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90762 漫畫中國歷史. 12, 三國爭霸之天下歸晉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79 漫畫中國歷史. 13, 隋朝風雲之繁盛與衰敗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86 世界歷史三百故事. 第一輯 林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93 鬼谷學校. 1, 兵法班的插班生 郭文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09 鑑劍大師 范錫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2267 畫以載道: 任重書畫創作集珍 任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72274 水墨家園: 李小可作品. 2016 李小可作; 陳筱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1

羲之堂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0152 從前從前有個小木偶 王文華作; 吳若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13 我要當園藝師 嚴曉萍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20 我要當理髮師 陳琪敬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37 我要當老師 陳夢敏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44 我要當警察 陳夢敏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51 我要當消防員 陳夢敏作; 田曉明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68 我要當麵包師 嚴曉萍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75 我要當司機 張燕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282 我要當導遊 嚴曉萍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343 最新字音字形辨正辭典 蔡有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20350 中國歷史地圖 洋洋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755 中國民主運動史: 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權翁衍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62 中國民主運動史: 從中國春民運到茉莉花革命潮翁衍慶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8822 Hot news Peter Lai[編著] 平裝 1

9789867338839 QQBear E1 bakery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846 QQBear E2 party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853 QQBear E3 months of the year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860 QQBear E4 at the doctor's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877 QQBear E5 nature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獨立作家



9789867338884 Phonics QQ A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7338891 Phonics QQ C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7338907 Phonics QQ E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7338914 QQ Bear good morning. A1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21 QQ Bear at school. A2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38 QQ Bear what is it?. A3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45 QQ Bear animals. A4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52 QQ Bear colors. A5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69 QQ Bear at the zoo. C1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76 QQ Bear my family. C2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83 QQ Bear feelings. C3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7338990 QQ Bear weather and seasons. C4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9789865605001 QQ Bear mealtime. C5 Peter Lai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295 SPEC. 1, Workbook Mark Chapman[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51 Excel student's book. 1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190268 Excel work book. 1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9252201 Excel work book. 2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252218 Excel student's book. 2 Andrew Crosthwaite[作] 平裝 1

9789869252225 SPEC. 1, Student's book Mark Chap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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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20965 外匯套利. II: 套利實戰策略與風險掌控 楊宗桓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學生閣



9789866320972 智慧型股票投資人 Benjamin Graham著; 齊克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989 科斯托蘭尼金蛋圖 董鍾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1155 高中1年級: 地理. 上 謝承勳, 謝逸民, 王念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79 高中2年級: 地理. 上 謝承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93 高中3年級: 地理. 上 謝承勳, 蔡文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86 高中2年級: 地理. 下 謝承勳, 王念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162 高中1年級: 地理. 下 謝承勳, 王念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09 高中3年級: 地理. 下 謝承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16 高中1年級: 公民與社會 彭誠、柏源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23 高中2年級: 公民與社會 彭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30 高中3年級: 公民與社會 柏源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47 高中1年級: 數學. 上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54 高中1年級: 數學. 下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61 高中2年級: 數學. 上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78 高中2年級: 數學. 下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285 高中3年級: 數學. 上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292 高中3年級: 數學. 下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08 高中1年級: 歷史. 上 李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15 高中1年級: 歷史. 下 李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22 高中2年級: 歷史. 下 李曄, 晨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39 高中2年級: 歷史. 上 李曄, 晨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46 高中3年級: 歷史. 上 李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53 高中3年級: 歷史. 下 李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60 高中1年級: 國文. 下 江超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知識科技



9789865861377 高中3年級: 國文. 上 江超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84 高中3年級: 國文. 下 江超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391 高中2年級: 國文. 上 江超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407 高中2年級: 國文. 下 江超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414 基礎物理 張鎮麟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421 基礎物理 張鎮麟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438 高中1年級: 國文. 上 江超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445 基礎化學. 二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452 基礎化學. 三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469 高中3年級: 化學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476 高中3年級: 物理 張鎮麟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483 高中3年級: 物理 張鎮麟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490 高中三年級化學 楊慕文等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506 高中3年級: 生物 姜孟希, 殷琴, 徐凡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513 高中3年級: 生物 姜孟希, 殷琴, 徐凡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520 基礎生物 姜孟希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537 基礎生物 姜孟希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544 應用生物 姜孟希, 殷琴, 徐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551 高中1年級: 英文單字片語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568 高中1年級: 英文文法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575 高中2年級: 英文文法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582 高中2年級: 英文單字片語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599 高中3年級: 英文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605 基礎化學. 一 楊慕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612 高中2年級: 數學. 下 宗翰, 楊正, 程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629 基礎地球科學 廖豆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1558 HOTEL JUICY打工少女夏日奇遇記 坂木司著; 阿夜譯 平裝 1

9789865651565 MM9 山本弘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72 謀殺愛麗絲 小林泰三著; 張富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89 不然你搬去火星啊 伊坂幸太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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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7370 生涯輔導系列: 職涯導航攻略 陳明琪, 張誠允作 平裝 1

9789869127387 情緒管理 陳明琪, 張誠允, 李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582 食驗中 趙雨柔, 王柔尹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438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兒童語言與兒童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九屆陳錦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636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聖女大德蘭及其年代. 第十四屆曾麗蓉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西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醒吾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452 零碎的溫度 黃靖雅, 劉思敏, 王鈺婷合著 平裝 1

9789865733469 1994 蔡青妤文; 鄭而燕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476 發言人: 為牠爭取一個幸福的家 趙婉伶, 謝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483 公明,不見不散 林宛儀, 陳伶瑜, 蔡宛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490 暫時稱作青春 劉攸盈文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3506 尋貓啟事 史岱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513 語島: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畢業作品集. 第十屆 曾鈺婷, 楊曉玲, 李玉湘作 平裝 1

9789865733520 沉島傳說 周昕宜文; 陳韻安圖 精裝 1

9789865733537 顛倒秘境 王郁雯, 毛薇宓繪圖 精裝 1

9789865733544 言河: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創作組畢業製作品集. 第十屆王孝倫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568 料理的風景 葉于煊作 平裝 1

9789865733575 行人間: 聖母遶境紀實 鄭明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599 吃蛋糕 劉倚璇, 龍誼緁作 平裝 1

9789865733605 徒步 張齡勻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612 救生圈女孩 劉思廷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3629 再見以後 傅麗蓁圖.文 平裝 1

9789865733643 Before Coffee: 零前咖啡屋 夏和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650 在世界之外練習獨處 劉鎧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322 凝視我: 回溯生命的印記 陳明柔, 李欣倫, 申惠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339 我凝視: 返歸記憶的原鄉 陳明柔, 李欣倫, 申惠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346 出走,尋求生命的更新 陳明柔, 李欣倫, 申惠豐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臺文系



9789865733353 關懷,在你我之間 陳明柔, 李欣倫, 申惠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407 穀雨: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六屆 陳明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445 瓊生命之力 娟長空之外: 鄭瓊娟的創作之路 鄭瓊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54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十冊, 五年級下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554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十冊, 五年級下學期王琇姿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561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 第十冊(乙版)., 五年級下學期翁秉仁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578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十冊, 五年級下學期 江福祐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7023 泰北邊城孤軍血淚史: 延續孤軍浪濤裡的細沙 楊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7047 臺日熔合鑲嵌玻璃藝術文化交流 緒方修一, 陳民翊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1952 Friends from afar: conversations with dharma master cheng yenJing Si Editorial Group編 其他 1

9789869291408 八大人覺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1408 八大人覺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9789869291415 八大人覺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2

9789869291453 有朋自遠方來: 與證嚴上人對話 釋證嚴講述 再版 平裝 1

9789869291460 天堂與地獄(中英對照)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1484 Infinite teachings,infinite meanings Shih Cheng Yen[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791 鄧豐懿.墨海蠡談 鄧豐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814 書法也愛你 張尚為著 平裝 1

9789866176821 商周青銅器文. 第二冊: 斗方.集聯 高華山作 平裝 1

9789866176838 顏真卿楷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76845 王鐸行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176869 書道: 十種之十, 小品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876 東漢西狹頌 鄭聰明修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880 鼻尖上的覺知: 呼吸之間 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著; 石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7897 瞬間修心法: 藏式智慧菩提心入門精要 圖登.津巴作; 孫媛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4001 關於教育這件事: 換個腦袋想想 保羅.赫爾德(Paul Herder)作; 孫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4018 危險中活著 奧修著; Zhai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4025 在餐桌上遇見大師 麥可.克羅恩(Michael Krohnen)作; 舒建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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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親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蕙風堂



9789865755393 陽臺蔬菜園藝: 種植、美食、攝影 王梓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09 減壓又助眠,甜睡到天亮 摩天文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16 寧做鬥士,拒當砲灰! 何亞歌, 閻軍賢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5447 文藝中國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54 探險中國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61 舌尖上的中國. 古鎮篇 夢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78 特色小吃全攻略 國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85 人文中國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92 禪境中國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508 入味 左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2673 論語鄭氏注輯述 鄭靜若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410 極上和風乳酪洋菓子 黃威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427 星級主廚的創意慕斯 蔡凱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3057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the bremen town musiciansCameron Wood[改寫]; Bae, Hye-young[繪] 精裝 1

9789865653064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the city mouse and the country mouseCameron Wood[改寫]; Hwang, Moon-hee[繪] 精裝 1

9789865653071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the king's new clothesCameron Wood[改寫]; Lee, Hye-kyoung[繪]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習工場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膳書房文化



9789865653088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the little mermaid Cameron Wood[改寫]; Jang. Jun[繪] 精裝 1

9789865653095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aladdin and the wonderful lampCameron Wood[改寫]; Lee, Hyoung-jin[繪] 精裝 1

9789865653101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cinderella Cameron Wood[改寫]; Lee, Ji-hyun[繪] 精裝 1

9789865653118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kids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25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cat in boots 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32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Hansel and gretel 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49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little match girl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56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wild swans 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63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70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Little red riding hood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87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194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fisherman and his wife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200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frog prince 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217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Rapunzel 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9789865653224 Sing & chant with english stories : The loyal tin soldierCameron Wood[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164 如何理解研究: 使用者指南 Vicki L. Plano Clark, John W. Creswell著; 蘇文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171 當代教育思潮 蘇永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188 生涯諮商與輔導: 理論與實務 田秀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195 縱觀人類發展: 從出生到殞落 Grace J. Craig, Wendy. L. Dunn著; 蘇秀枝, 蘇文賢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201 教師評鑑這樣做: 提高教育效能與進步的關鍵 Linda Darling-Hammond著; 黃嘉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218 APA寫作風格與格式簡易指南 Beth M. Schwartz, R. Eric Landrum, Regan A. R. Gurung著; 陳榮政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225 研究設計: 質性、量化及混合方法取向 John W. Creswell著; 林正昌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3232 課程史研究 楊智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249 教育的想像: 演化與創新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學富文化



9789865713256 後教改的教育革新與發展 湯志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80282 Glossika 大量句子: 塞爾維亞語. 流利 1 康邁克, Magdalena Petrović,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299 Glossika 大量句子: 塞爾維亞語. 流利 2 康邁克, Magdalena Petrović,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305 Glossika 大量句子: 塞爾維亞語. 流利 3 康邁克, Magdalena Petrović, 陳珮瑜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380473 Glossika大量句子: 荷蘭語. 流利 2 康邁克, Jan Baars,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480 Glossika大量句子: 荷蘭語. 流利 3 康邁克, Jan Baars,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0510 Glossika大量句子: 荷蘭語. 流利 1 康邁克, Jan Baars,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005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Anglais(Américain). Couramment 1(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1012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Anglais(Américain). Couramment 2(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1029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Anglais(Américain). Couramment 3(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其他 1

9789865648800 Glossika大量句子: 白俄羅斯語流利. 1 康邁克, Anna Yurusova, 陳珮瑜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1586 Glossika大量句子: 白俄羅斯語流利. 2 康邁克, Anna Yurusova,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593 Glossika大量句子: 白俄羅斯語流利. 3 康邁克, Anna Yurusova, 陳珮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09 Glossika大量句子: 芬蘭語流利. 3 康邁克, Martina Taskinen,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16 Glossika大量句子: 芬蘭語流利. 1 康邁克, Martina Taskinen, 陳珮瑜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23 Glossika大量句子: 芬蘭語流利. 2 康邁克, Martina Taskinen,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30 Glossika大量句子: 冰島語 流利. 1 康邁克, Daníel Ingi Pétursson,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47 Glossika大量句子: 冰島語流利. 2 康邁克, Daníel Ingi Pétursson,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54 Glossika大量句子: 冰島語流利. 3 康邁克, Daníel Ingi Pétursson,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61 Glossika大量句子: 愛沙尼亞語流利. 1 康邁克, Rüüt Kaljula,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678 Glossika大量句子: 愛沙尼亞語 流利 2 康邁克, Rüüt Kaljula,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07 Glossika大量句子: 愛沙尼亞語流利. 3 康邁克, Rüüt Kaljula,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5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Simplified)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Ray Jin[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132 Glossika大量句子: 土耳其語. 流利1 康邁克, Davut Deger,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諾森貝登



9789864382149 Glossika大量句子: 土耳其語. 流利2 康邁克, Davut Deger,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156 Glossika大量句子: 土耳其語. 流利3 康邁克, Davut Deger, 陳珮瑜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326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uaheli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Yusufu Yoha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27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uaheli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Yusufu Yoha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28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uaheli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Yusufu Yoha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29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Mongol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Gungaadash Oyunsure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0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Mongol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Gungaadash Oyunsure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1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Mongol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Gungaadash Oyunsure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2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ord Vietnam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Nguyễn Việt Khôi[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3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ord Vietnam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Nguyễn Việt Khôi[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4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Est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Rüüt Kaljul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5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Est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Rüüt Kaljul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6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Est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Rüüt Kaljul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7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Fin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Martina Taskine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8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Fin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Martina Taskine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39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Fin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Martina Taskine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0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krai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Volodymyr Nesi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1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krai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Volodymyr Nesi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2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krai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Volodymyr Nesi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3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erb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Magdalena Petrović[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4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erb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Magdalena Petrović[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5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erb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Magdalena Petrović[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6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s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Daníel Ingi Pétursso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7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s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Daníel Ingi Pétursso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8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s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Daníel Ingi Pétursso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49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Griech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0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Griech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1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Griech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2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ngar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András Matuz[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3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ngar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András Matuz[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4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Ungar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András Matuz[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5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wahili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Yusufu Yoha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66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wahili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Yusufu Yoha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73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wahili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Yusufu Yoha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8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urc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59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urc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603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urc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63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Katal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65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Katal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66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Katal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02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Cantonais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Percy Wo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1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Cantonais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Percy Wo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26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Cantonais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Percy Wo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3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4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5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6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ndo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7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ndo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8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ndo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79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ord Vietnam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Nguyễn Việt Khôi[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0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Hakka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編著]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1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ndonesian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2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ndonesian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3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ndonesian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4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Weiß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5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Weiß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6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Weiß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7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 (Traditionnel).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8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 (Traditionnel).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89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 (Traditionnel).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0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Ukrainien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1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Ukrainien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2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Ukrainien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3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erbe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48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erbe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55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erbe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62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 (Simplififié).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7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 (Simplififié).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86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 (Simplififié).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99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Japanisch für Jugendliche.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Naoki Watanab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0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Japanisch für Jugendliche.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Naoki Watanab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1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Japanisch für Jugendliche.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Naoki Watanab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2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uédois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Markus Bruu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3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uédois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Markus Bruu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4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Suédois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Markus Bruu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5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aïwanais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Tsan I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68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aïwanais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Tsan I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75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aïwanais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Tsan I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82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Russe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09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Russe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05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Russe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12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Bielorruso Fluidez. 1Daisy Gomez,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29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Bielorruso Fluidez. 3Daisy Gomez,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36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Bielorruso Fluidez. 2Daisy Gomez, Anna Yurus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43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slandés Fluidez. 1Daisy Gomez,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50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slandés Fluidez. 2Daisy Gomez,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6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slandés Fluidez. 3Daisy Gomez,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7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Holandés Fluidez. 1Daisy Gomez, Jan Baar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8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Holandés Fluidez. 2Daisy Gomez, Jan Baar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198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Holandés Fluidez. 3Daisy Gomez, Jan Baar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0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Suajili Fluidez. 1Daisy Gomez, Yusufu Yoha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1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Suajili Fluidez. 2Daisy Gomez, Yusufu Yoha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28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Suajili Fluidez. 3Daisy Gomez, Yusufu Yohan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35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oreano Fluidez. 1Daisy Gomez,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42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oreano Fluidez. 2Daisy Gomez,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59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oreano Fluidez. 3Daisy Gomez, Jeon Dahy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66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Turco Fluidez. 1Daisy Gomez,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73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Turco Fluidez. 2Daisy Gomez,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80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Turco Fluidez. 3Daisy Gomez,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29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hino (Simplifificado) Fluidez. 1Daisy Gomez,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03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hino (Simplifificado) Fluidez. 2Daisy Gomez,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10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hino (Simplifificado) Fluidez. 3Daisy Gomez, Yuan 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2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Armenio Fluidez. 1Daisy Gomez, Emil Manuk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3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Armenio Fluidez. 2Daisy Gomez, Emil Manuk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4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Armenio Fluidez. 3Daisy Gomez, Emil Manuk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5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panisch (Mexiko).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Daisy Gome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6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panisch (Mexiko).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Daisy Gome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7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panisch (Mexiko).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Daisy Gomez[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8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panisch (Spanien).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Nuria Porr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39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panisch (Spanien).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Nuria Porr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0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panisch (Spanien).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Nuria Porr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19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és Brasileño Fluidez. 1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26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és Brasileño Fluidez. 2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33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és Brasileño Fluidez. 3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40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Estonio Fluidez. 1Daisy Gomez, Rüüt Kaljul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5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Estonio Fluidez. 2Daisy Gomez, Rüüt Kaljul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6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Estonio Fluidez. 3Daisy Gomez, Rüüt Kaljul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7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Catalán Fluidez 1Daisy Gomez, Josep Aren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88 Glossika 大量句子訓練法: 印尼語, 流利 1 Sheena Chen, Josephine Stefani[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49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Türk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Davut Deger[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0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Alemán Fluidez 2Daisy Gomez,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18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Hindi Fluidez 2Daisy Gomez, Saumya Noah[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2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Franzö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Maxime Paqu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32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Polaco Fluidez 2Daisy Gomez, Urszula Gwaj[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56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Japonés para los adolescentes Fluidez. 2Daisy Gomez, Naoki Watanab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63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Ucraniano Fluidez. 1Daisy Gomez, Volodymyr Nesi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70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Taiwanés Fluidez. 1Daisy Gomez, Tsan I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8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Japonés para los adolescentes Fluidez. 3Daisy Gomez, Naoki Watanab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59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Serbio Fluidez. 1Daisy Gomez, Magdalena Petrović[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0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Chinesisch (Traditionell).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Sheena Che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1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Alemán Fluidez. 1Daisy Gomez,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2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Árabe Fluidez. 3Daisy Gomez, Zainab Dahou[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63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Sueco Fluidez. 3Daisy Gomez, Markus Bruu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491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Griego Fluidez. 3Daisy Gomez,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509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Arme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Emil Manuky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512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Hakka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Qi Shǎu Can, Ciin Min Zu[編著]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514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Taiwa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Tsan Ik Hi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515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Shirakaw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518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Ksenia Ortyu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521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Shirakaw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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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620189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0196 文學演講集 梅光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202 紅樓夢考論 張錦池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219 紅樓夢考論 張錦池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226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0240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0233 曾國藩的人生智慧: 凡人貴從吃苦中來 楊建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257 曹雪芹最後十年考 崔川榮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264 曹雪芹最後十年考 崔川榮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271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0288 我與大千居士 周士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295 歷史意識與帝王意志 楊國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301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0318 吳大澂和他的拓工 白謙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325 題跋古今 顧公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332 古今智慧故事奇觀 嚴振新, 肖永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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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6307 般若寶相: 靜雅堂藏中國佛像藝術 李玉珉, 蘇玲怡內文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6314 氣韻生動: 靜雅堂藏中國雕塑藝術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6321 寶尊彝: 靜雅堂藏中國青銅器 陳芳妹等內文撰述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6

靜雅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63

送存冊數共計：163

龍視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46409 趣玩GIMP影像軟體 陳巧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005 明星彩妝師傳授!化妝不失敗の15堂必修課 梵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12 手殘媽咪也會做!200道嬰幼兒主副食品全攻略 小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12 手殘媽咪也會做!200道嬰幼兒主副食品全攻略 小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29 3000萬韓國媽媽都想學的兒童營養點心: 跟人氣料理部落客這樣做,讓你的孩子愛上餐桌郭仁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29 3000萬韓國媽媽都想學的兒童營養點心: 跟人氣料理部落客這樣做,讓你的孩子愛上餐桌郭仁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80288 一本書揭祕王朝更替 王衛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295 飢餓的戰國 范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01 前臣往事非雲煙: 中國歷史上二十四位臣子的別樣人生夜蒙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18 清風古韻: 筆記小說中的道德故事 師綸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325 清風古韻: 筆記小說中的道德故事 師綸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349 一統中原: 趙普 姜正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56 絕美中國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63 先秦很可愛 瀟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70 奠基蒙元: 耶律楚材 姜正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87 歷史學原來這麼有趣: 顛覆傳統教學的18堂歷史課周海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394 官宦門徒: 權相曾國藩的仕途筆記 若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龍圖騰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學園國際企業



9789863880400 歷史老師沒教過的歷史 憶江南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80417 君道: 三國用人術 成雲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424 末代國舅潤麒 賈英華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431 歷史老師沒教過的歷史 憶江南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80455 金庸筆下的真實大歷史 填下烏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462 女媧的指紋: 中國史前祕檔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479 末代國舅潤麒 賈英華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3859 和諧的對立: 共創兩岸和平新願景 吳建德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42 行影相衣: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進修部畢業展演作品輯. 第十四屆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進修部第十四屆畢業展演委員會美宣編輯組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6942 行影相衣: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進修部畢業展演作品輯. 第十四屆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進修部第十四屆畢業展演委員會美宣編輯組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3972 跨文化創新與國際接軌 翁英惠等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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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流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樹德科大兩岸和平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流設系進修部



9789869306959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陳崇裕編輯 其他 1

9789869306959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陳崇裕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11 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五屆蘇怡仁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4986 小鏡頭大自然. 4 親親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964993 動物寶寶 王元容作; 達志影像圖 精裝 1

9789869247405 鷺鷥 黎芳玲著; 陳振豐攝影; 卓昆峯繪圖 精裝 1

9789869247412 甲蟲世界 陳子平作; 李文貴圖 精裝 1

9789869247429 小種子的旅行 孫婉玲作; 章毓倩插圖 精裝 1

9789869247436 動物寶寶: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247443 甲蟲世界: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247450 小種子的旅行: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247467 鷺鷥: 教師指引手冊 謝華容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247474 老房子: 教師指引手冊 陳子平, 李其翡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5957 晴時多雲霧迷離 嚴若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5964 為他飛翔 澐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5971 佐莉絲探案系列. 一 亞斯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龍諦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資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9789868505988 佐莉絲探案系列. 二 亞斯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5995 楓聲 蒼琉楓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013 我隨上師轉山：蓮師聖地溯源朝聖 邱常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020 光之手: 人體能量場療癒指南 芭芭拉.安.布藍能(Barbara Brennan)作; 呂忻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1080 臺灣野生蘭圖誌 鐘詩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315 地球用岩石寫日記: 追蹤46億年的地球故事 貝鳶業如(Marcia Bjornerud)著; 若到瓜(Nakao Eki)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599 我,們 史岱凡.奧德紀(Stéphane Audeguy)著, 顏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605 紐約漫步 雷亞著; 海曼繪; 繆詠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612 著色臺灣舊日風情: 用畫筆體驗老花磚的美感與創意貓頭鷹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636 臺灣古建築裝飾深度導覽 康鍩錫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622643 打包去火星: NASA太空人瘋狂實境秀 瑪莉.羅曲(Mary Roach)著; 鍾沛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650 南向跫音：你一定要認識的越南 洪德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2667 佛羅倫斯漫步 惹芭日(Elodie Leapage), 德魁西(Nicolas De Crecy)著; 孫千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674 懷舊著色: 臺灣老花磚的花鳥樂園 貓頭鷹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681 和烏鴉在一起: 鳥類觀察學習手帳 松原始著;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698 烏鴉的教科書: 都市裡的動物行為學 松原始著;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04 薩滿動物曼陀羅: 靜心.療癒.著色 周大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11 臺灣門神圖錄 康鍩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728 羅馬漫步 謝里塞著; 馬丹, 夏耶, 薩盧斯窕繪; 陳綺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35 伊斯坦堡漫步 卡西耶(Jean-Bernard Carillet), 普拉斯(Francois Place)繪; 孫千淨, 陳蓁美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橡樹林文化



9789862622742 臺灣門神小履歷 貓頭鷹編輯室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59 浮世貓繪葉書輯 貓小姐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66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 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曹銘宗著; 翁佳音指導顧問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73 青花瓷的故事 羅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著; 鄭明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780 男子啦啦隊!! 朝井遼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797 心之谷: 羅一鈞醫生給愛滋感染者和感染者親友的溫暖叮嚀羅一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803 物理奇遇記: 湯普金斯先生的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之旅加莫夫(George Gamow), 史坦納德(Russell Stannard)作; 但漢敏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810 鸚鵡精細插畫: 生態畫家蔡錦文作品選 蔡錦文著, 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827 貓頭鷹精細插畫明信片: 生態畫家蔡錦文作品選蔡錦文著, 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834 臺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一卷, 蘇鐵科-蘭科(雙袋蘭屬)鐘詩文, 許天銓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2841 薛丁格生命物理學講義: 生命是什麼? 薛丁格著; 仇萬煜, 左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1769 薩滿動物曼陀羅: 靜心.療癒.著色 周大為著.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858 身體的日記 丹尼爾.佩奈克(Daniel Pennac)著; 馬向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154 王子修業中 M貓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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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78089 必勝 設計概論總複習 詹弼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157 統測必考經濟學複習講義 劉明月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8201 技術高級中學家庭教育. I 曾慶玲, 楊希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218 樂透數學學測講義 陳鴻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225 數學超簡單 學測總複習講義 張簡瑞璨, 連崇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249 I See!單字書 Andre Jacques Louw編著; 陳亮吟譯 初版 平裝 1

螞蟻創作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9789862178256 高職國文統測14週 游芷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263 逆轉勝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許方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294 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精通 張原賓,劉禧賢,李國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00 古今詩文非選30 朱碧霞, 張雅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17 大考英聽A攻略 李淑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78331 高頻率 計算機概論複習講義 翁聖恩, 張陳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55 彙出閱讀力 Nick Kembel, 樓安杰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362 必勝機械製造總複習 王寶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79 統測必考電工機械複習講義 曹正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86 統測必考機械力學複習講義 林益瑋, 劉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393 統測必考機件原理複習講義 孫嘉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09 統測必考 計算機概論複習講義 劉昭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47 統測超正典 劉玟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929 日治臺灣生活事情 徐佑驊, 林雅慧, 齊藤啟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943 以管窺龍: 另類的中國想像 陳建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950 重返強權: 俄羅斯國家安全政策變革之研究(1989-2019)鄭欽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399 社會福音/沒有人看見過上帝 吳耀宗原著; 邢福增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405 社會福音/沒有人看見過上帝 吳耀宗原著; 邢福增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429 上帝的幸福學 高偉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436 深讀主禱文 金南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橄欖



9789575568474 迎向新生的大能 桑得福夫婦(John Loren and Paula Sandford)著; 蕭暇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481 我們這一家: 30個聖經中家庭的啟示 劉幸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9341 飼養外星美男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17 天師小鮮肉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24 王爺的攻臣計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31 少爺至上 桃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9648 少爺至上 桃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9655 幽魂補習班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0892 御前孤娘 謝金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88 非人庵. 上, 養隻師父叫孔雀 大隻的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295 非人庵. 下, 飛上枝頭是烏鴉 大隻的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301 風與蝸牛: 在一起很美好 淳于流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318 第三天堂 枝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325 不論下雨或晴天: 陳老闆唱片行 陳輝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332 因為孤獨的緣故 蔣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1349 島嶼獨白 蔣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1356 孤獨六講 蔣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231363 嬰兒整形 秀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387 這不科學! 墨荊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1400 貓物手帖 心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聯合文學



9789863231417 從橄欖樹,我離開: 羅卡十二首詩.畫 菲德里科.賈西亞.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作; 賈布里耶.帕切科(Gabriel Pacheco)繪圖; 陳小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231424 巴黎之胃 艾米爾.左拉(Emile Zola)著; 周明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431 八月之光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1448 八月之光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31455 年輕不老,老得年輕 劉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462 穿越事件簿 靈犀閣主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231516 穿越事件簿 靈犀閣主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231479 情緒作文: 活用60種情緒,作文從此感動人 陳銘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486 開封志怪. 春, 仙人端木翠與展護衛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493 末日前的啤酒 夏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509 後(來)事 周紘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523 開封志怪. 中卷, 冥道沉淵生死兩相隨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530 開封志怪. 下卷, 天上人間細花流水長 尾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547 伸展呼吸好睡眠: 用對呼吸法,不吃藥遠離失眠、頭痛、胸悶、肩頸痠痛陳慕純, 吳妍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561 穿越事件簿 靈犀閣主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231578 扛著BOSS拼下限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31592 小仙 聞人悅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622 穿越事件簿 靈犀閣主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231639 世界病時我亦病 唐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013 安老覺醒: 長壽和你想的不一樣 林靜芸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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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送存冊數共計：31

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公司



9789869120920 MY健康誌. 2016 詹建富等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37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經營價值. 2015 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44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273 創意臨床教學方案彙編 陳淑月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248 媽咪,你不要生氣喔...... 梅.安裘麗(May Angeli)文.圖; 孔繁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255 媽咪,我跟妳說喔...... 安琪拉.皮雷茲-瓦加斯(Angela Pelaez-Vargas)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262 救命啊!噗通來了! 紀優.奧利維(Guillaume Olive)文; 何灸鴻(He Zhihong)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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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66895 漫步客庄一 鍾朝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鍾郡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國企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018 鴻庭藝術空間. 2015: 常設展 陳金菊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0025 戲墨: 兩岸水墨禮贊 陳坤鴻, 姚吉聰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0025 戲墨: 兩岸水墨禮贊 陳坤鴻, 姚吉聰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344 大數據資訊決策系統規劃藍圖: 以環球科大為例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276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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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214 語言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張增治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417283 國際休閒產業與語言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張增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551 彌勒皇道行. 三十一部曲, 西瑞爾魔咒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應外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環球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庭國際



9789866752568 彌勒皇道行. 三十二部曲, 宇宙平衡之道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575 彌勒皇道行. 三十三部曲, 御火先知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582 彌勒皇道行. 三十四部曲, 天網契機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727 自在修練: 40個賽斯修為法輕鬆上手 王怡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789 心想事成魔法書 許添盛口述; 齊世芳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802 不正常也是一種正常: 精神疾病的人格整合療法許添盛口述; 李佳穎執筆 二版 其他 1

9789868350182 用心醫病: 新時代身心靈整體健康觀 許添盛, 王季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6027 個體論: 一本描述性形上學的論文 Peter Fredrick Strawson著; 王文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232 點與線的相遇 金世寶作; 江俊榮繪; 劉芸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6249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申智云作; 白勝任繪; 甄珠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256 皮鞋查理 金景華作; 巴布索姐妹繪; 楊照, 蘇珊玉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6492 文學雙城記 張純瑛, 張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584 清代起居注冊. 雍正朝 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46645 鏡花緣 李汝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6683 儒門內的莊子 楊儒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768 春天的野餐會 崔麗君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843 異托邦指南/閱讀卷: 魅與祛魅 廖偉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67 夕陽臉紅紅 黃基博著; 吳宜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74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章念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81 請來我家吃蛋糕 曹益欣著.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聯經



9789570846911 氣功馬拉松 Danny Dreyer, Katherine Dreyer著; 廖亭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6928 氣功健走 Danny Dreyer, Katherine Dreyer著; 廖亭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6935 言不褻不笑: 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黃克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942 橫觀東亞: 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白永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959 智者的現世關懷: 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 彭國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966 思想與明星: 中西文藝類型的系譜與星圖 路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973 北極驚航: 美國探險船的冰國遠征 Hampton Sides著; 譚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980 浮水錄 李金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997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David Harvey著; 許瑞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7000 跟著怪咖物理學家一起跳進黑洞!: 一次搞懂當今最熱門的宇宙議題多田將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017 花園帽子派對 Margaret Mahy著; Rodney McRae繪; 李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7031 劍橋中國文學史. 卷上, 1375年之前 孫康宜, 宇文所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048 回家 孫心瑜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055 聖誕老人的美味小屋 鄭在恩著; 高林麻里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062 蝸年奶奶的慢慢農場 鄭敏智著; 維萊莉亞.西斯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079 南瓜大變身 鄭在恩著; 鄭敏雄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086 打造幸福料理的阿慕師 金秀京著; 崔秀英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093 聖母峰上的情書 Justin Go著; 王欣欣,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16 沙丘之女 安部公房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23 俄羅斯,實境秀: 黑道.神棍.拜金女.新教父普亭的獨裁王國Peter Pomerantsev著; 羅耀宗, 周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30 看人臉色 凌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47 大人的哲學課 Anne Rooney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54 未來想過的生活: 從13個教育現場、6張學習單、1篇作文,翻轉孩子的未來林晉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61 翻轉教室: 激發學生有效學習的行動方案 Jonathan Bergmann, Aaron Sams著; 黃瑋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192 金瓶梅同人誌: 成人向 蘭陵笑笑生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208 對態度的了解與社會行為的預測 Icek Ajzen, Martin Fishbein著; 王國川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215 泰鄂提得斯 柏拉圖著; 何畫魂譯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222 妖怪、神靈與奇事: 臺灣原住民故事 王洛夫著; 陳盈帆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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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2495 風水聖經. 2016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501 祈福招財農民曆. 2016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518 四季發財黃曆. 2016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20283 悅心語: 南懷瑾先生著述佳句選摘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982 進擊的巨笈滿級分作文的POWER分析 林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557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587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59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60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617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62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鴻運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薇閣文化



9789865725631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648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5655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66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679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25686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419 土地開發陷阱36忌 陳毅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4490 遠離巴黎 歐德.皮柯爾(Aude Picault)作; 陳虹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971 我的手繪字 平野甲賀著;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988 朱天衣的作文課. 3, 用引導的方式,讓孩子發揮寫作的本能!朱天衣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355008 聰明的孩子,會走路前都在做什麼?: 從出生第一天就開始教,腦科學權威的「五階段強腦育兒法」,在學會走路前就打下聰明的基礎久保田競, 久保田佳代子著; 李漢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015 圖解RC造+S造練習入門: 一次精通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造的基本知識、原理和計算原口秀昭著; 陳曄亭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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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355039 生命中的危險缺憾 哈蘭.科本(Harlan Coben)著; 戴榕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046 鏑木毅越野跑訓練全書: 日本越野跑第一人的私攻略,從各地形跑步技巧、體能升級計畫、心智管理到裝備完賽全知識鏑木毅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053 致我的獵物 妮基.法蘭齊(Nicci French)作;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060 禁忌之子 莎莉.葛林(Sally Green)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077 TYPOGRAPHY字誌. Issue01 Graphic社編輯, 葉忠宜, 臉譜出版編輯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084 小蘿倫的異想冒險: 一場不可思議的電腦科學之旅卡洛斯.布耶諾(Carlos Bueno)著; 顏嘉儀, 張志鵬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121 最後一個知識人: 末日之後,掌握重建文明社會的器物、技術與原理路易斯.達奈爾(Lewis Dartnell)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縱橫測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1047 靜心瑜伽: 身體、呼吸與心靈整合 賀倫(Are Holen), 霍陀賓(Torbjorn Hobbel)作; 曾秋梅, 呂春熹, 趙文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286 沖繩酒豪薑黃神奇療效 江晃榮著 平裝 1

9789869269308 黃土地上的布谷聲 邵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9315 等我一下,我去環遊世界 小吉狗著 平裝 1

9789869269322 別處 司各特.亞歷山大.瓊斯作; 馮冬譯 平裝 1

9789869269339 澳中文學交流史 歐陽昱編著 平裝 1

9789869269346 公正第一 顧曉軍著 平裝 1

9789869269360 迎著光,照見勇氣: 24個照亮人心的故事 張光斗作 平裝 1

9789869314527 行雲: 季芸詩詞集 季芸著 平裝 1

9789869314534 自由文化地球國 曾國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1030 藥妻醫貴夫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1047 藥妻醫貴夫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214 嬌妾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221 嬌妾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269 娘子的小心機 上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276 妙手醫妻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雙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9789864651283 妙手醫妻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290 妙手醫妻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306 妙手醫妻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313 妙手醫妻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320 吸金女富豪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337 吸金女富豪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344 吸金女富豪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351 吸金女富豪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368 吸金女富豪 清風拂面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375 農情小日子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382 ㄚ頭富貴命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399 食全酒美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405 食全酒美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412 食全酒美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429 食全酒美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436 食全酒美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443 穿越來欺君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450 穿越來欺君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467 穿越來欺君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474 穿越來欺君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481 穿越來欺君 蒹葭蒼蒼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498 好運閨女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504 好運閨女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511 好運閨女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528 好運閨女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535 好運閨女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542 好運閨女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1559 蜜醫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566 你的後宅我作主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573 結髮福妻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580 醫妻一夫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597 好孕貴人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1603 好孕貴人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610 掌上棄珠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627 金枝ㄚ鬟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634 醫家之主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641 醫家之主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658 醫家之主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665 醫家之主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672 麵點女當家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689 麵點女當家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696 麵點女當家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702 麵點女當家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1719 麵點女當家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389 國際金融市場與投資 黃志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396 心理學: 認知、情緒、行為 賴惠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419 顧客關係管理: 觀念、策略與工具 V. Kumar, Werner Reinartz著; 黃明蕙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426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黃久秦等著 平裝 1

9789865668433 正向心理學: 人類優勢的科學與實務探索 Shane J. Lopez, Jennifer Teramoto Pedrotti, C. R. Snyder著; 吳煒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440 流行病學原理 史麗珠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457 非營利組織與公共傳播: 理論與實證 莊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464 資料分析輕鬆學: R Commander高手捷徑 何宗武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50

雙葉書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210 Lrikulau: 里古烙 杜寒菘圖文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4992 達文西手術擴大外科視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02 怎麼吃才健康都是「猜」的?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299619 癌字路上你和我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26 今天我最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33 癌症與遺傳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40 減肥藥的前世今生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57 一顆蘋果的修煉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64 當藝術家遇上癌症病人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71 外面微創裡面也要微創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88 說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9695 當護理師得乳癌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05 達文西手臂機器人功能更強了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12 病人是難民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29 原廠藥、學名藥怎麼選?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36 牛排要吃全熟?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43 早期乳癌不一定要開刀?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50 和信醫院二十五週年攝影比賽成績揭曉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67 聰明的病人,造就好醫師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74 誰最了解病人?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雙豬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9789869302081 運動,健康的身分證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2098 已婚癌症病人活得久?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51353 破鏡重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575 捉婚在床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773 惹愛成婚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797 娶妻條件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68 一藥成婚 夜紫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275 一藥成婚 夜紫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282 夫人太嬌縱 兜兜麼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305 夫人太嬌縱 兜兜麼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299 夫人太嬌縱 兜兜麼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2312 帝寵 丁丁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329 帝寵 丁丁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336 帝寵 丁丁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343 帝寵 丁丁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381 今夜不眠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398 不婚請放手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404 天價老婆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411 夜情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428 奈何上錯床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435 奈何上錯床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442 拍案娶親記 清楓語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466 拍案娶親記 清楓語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459 拍案娶親記 清楓語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藍襪子



9789863952473 逃嫁嬌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497 結髮同枕妻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503 結髮同枕妻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510 結髮同枕妻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527 結髮同枕妻 青山臥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534 犯傻小醉妻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640 婚頭冤家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6172 當代思維與視野 張桓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189 <>怎麼讀 怎麼讀<> 吳銘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19 歷史領航家正傳 王季香等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33 閱讀表達與公民素養 康雲山等編纂; 王淑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40 大學國文 陳秀玲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64 地球脈動: 一場臺灣世界地理學的討論. 2015前篇洪富峰, 施雅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95 電影與道德推理: 兩難困境的抉擇與出路 薛清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01 <>原本原解 游志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18 並時弛張: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西方思潮 閔宇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32 職場商用英文寫作 侯惠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01715 中國文字. 新四十二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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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麗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701 兩岸三地藏家瑰寶之中華古玉集. 二 許百辰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303 神奇遠紅外線提升健康力 吳賢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583 超機密新世紀福音戰士最終研究報告書 人類補完計畫監視委員會編著; 廖婉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590 7天快瘦順腸法 辨野義己作; 吳乃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106 一支炒鍋,搞定三餐!超對味下飯菜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113 一隻鉤針就搞定: 治癒系手鉤編織娃娃 Torja, Pudding Choc作; 黃婷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120 走過歷史 胡惠南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270137 神奇的溫開水救命奇蹟: 1天3杯水!病自己會好 蓮村誠作;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144 靜心習字.日日抒寫 繪虹企劃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151 拯救惡視力,就靠血液力 福辻銳記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199 哆啦A夢最終研究: 萬能藍色貓型機器人與四次元百寶袋深藏的祕密大公開世田谷哆啦A夢研究會編著; 林宜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03 日系臺北 omo!作; 鐘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27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最終研究: 火星殖民計畫的真相與「喇合」的真實面貌「U-NASA」調查會第X班編著; 王聰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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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24905 簡單迷人的捲紙巧飾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東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藝辰商行



9789866524912 防水布的提包小物 林冠秀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929 最愛手工卡片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936 簡單有趣的型版印染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943 金屬線的時尚輕手作 柚子作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950 超實用的機縫提包小物 黃思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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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812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隸書篇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29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詩詞篇. 1(楷書)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36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聖經金句篇. 1(楷書)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43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楷書篇. 2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50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行書篇. 1 侯明輝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67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成語篇. 1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702 藝術旅行. 印度篇 劉育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藝術田藝術創作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麗格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596 看!孩子在說話 呂桂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770 新媒體技術與藝術互動設計 丘星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787 陳澄波全集. 第四卷, 速寫. I 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794 與藝術大師對話 長谷川智惠子著; 王珮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00 氣韻生動: 文化創意產業20講 黃光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17 林布蘭特: 繪畫光影魔術師 曾長生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905 臺北點點四十風華: 臺北點點攝影俱樂部攝影集李振雄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102 創意設計、舒適生活系列專利設計 蘇承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208 型人風潮!365天の平價時尚穿搭術 norila作; 王淳蕙, 王曉維翻譯 平裝 1

9789869224277 美味園藝!餐桌健康植物 NHK出版作; 藍嘉楹譯 平裝 1

9789869224277 美味園藝!餐桌健康植物 NHK出版作; 藍嘉楹譯 平裝 1

9789869265508 假日農夫!自己種陽台蔬菜 小島理惠監修; 何冠樺譯 平裝 1

9789869265508 假日農夫!自己種陽台蔬菜 小島理惠監修; 何冠樺譯 平裝 1

9789869265515 關鍵一招,啟動年青基因 林佳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522 麥肯錫的零秒邏輯思考: 1張A4X7個要領,1分鐘解決所有問題世界第一邏輯筆記術赤羽雄二作; 田智方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羅藝行銷



9789869265539 療癒園藝!餐桌的香草植栽全圖鑑 小川恭弘作; 何冠樺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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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5553 神效瘦身雜穀飯: 一餐一碗, 讓你從肚子開始瘦!柴田真希作; 何冠樺翻譯 平裝 1

9789869265553 神效瘦身雜穀飯: 一餐一碗, 讓你從肚子開始瘦!柴田真希作; 何冠樺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450 醜男孩 羅勃.霍奇(Robert Hoge)作; 何致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98 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 羅毓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04 全班都零分: 以自我覺察喚醒孩子的學習力 張世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11 心念: 25堂從情緒引導學習的內在課程 李崇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28 不再沉默 陳潔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535 為什麼法國女孩隨便穿都美?: 時尚記者揭開法式穿搭的祕密蘿兒.龔堤耶(Laure Gontier)文; 珍妮-歐荷.柯樂依(Jeanne-Aurore Colleuille)圖; 治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704 鐘翊甄水墨作品集. 2016 鐘翊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080 媒體、政治與法律 黃炎東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097 新世紀刑事訴訟法釋要 黃炎東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10 書法草訣歌兩佰韻 曾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34 黑洞宇宙學概論 張洞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41 多元、詮釋與解釋: 多采多姿的臺灣民間宗教 張家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鐘翊甄水墨創作工作室



9789865633158 客寮聽蟬 曹昇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65 警察與國家發展: 臺灣治安史的結構與變遷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72 生命禮俗五部曲: Rituals of Five Stages in Life瀟灑走一回施來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89 天體演化概論 劉泰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196 老莊之道 張俊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202 從文化到科學: 中醫VS.西醫 汪海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226 人間佛教世界展望 釋永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233 古漢語是英語的母語!: 從語文探索華夏文明在英格蘭的遺蹤林浩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3240 六都與中央治理模式探微 姚祥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257 臺灣的六都與中央權力互動: 府際治理觀點 姚祥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271 文學、文獻與文創: 陳天授65作品自選集 陳添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25 人與土地: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阮義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6395 諸葛神數卦象演釋 林松年作 平裝 第1輯 1

9789869314008 諸葛神數卦象演釋 林松年作 平裝 第2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223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解題書 謝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247 這是一本鐵路法解題書 甘興霸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馨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攝影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507 "I"我在別人的眼中, 找到我自己. 1 Veski Yeh 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0514 "I"我在別人的眼中, 找到我自己. 2 Veski Yeh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0282 占星全書: 基礎學理與操作技法.一門自我了解與人格分類的靈性遊戲鄭錠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01 時與光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18 悲慘的世紀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62 風過松濤與麥浪: 臺港愛情詩精粹 秀實, 葉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79 寂寞涮涮鍋 閑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16 乘著光的翅膀 陳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47 鬼屋: 杭州南路二段十八巷十三號 谷梅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08 勇敢走上不一樣的路: 在家教育新手經驗談 張碧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909 池鎮松山: 灣裡保安宮的舊事懷想 蘇清良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灣裡保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驚嘆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釀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210 兩岸關係問與答 紀欣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038 文衡聖帝功過律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496

送存種數共計：7804

送存冊數共計：9040

送存冊數共計：1

觀察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