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232 我們的那時此刻 楊力州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3249 就愛開餐廳 張立宇, 程開佑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711 HELiOS旭HiOK 胡朝聖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86728 理想的虛構: 吳東龍個展 胡朝聖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6193 美感的實踐: 視覺傳達設計實務 朱文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460 名著大家讀: 日本童話20篇 西本雞介, 長谷川彰編著;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819 吃對食物,養好腎 柴瑞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826 氣球造型一本通 帆伊健太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833 動物找朋友 Kestutis Navakas, Marija Smirnovaite編著; 郭承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8840 獻給媽媽的產後療癒瑜珈 卡爾亞樹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憙田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50101~10503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30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方藝廊



9789869208857 名著大家讀: 世界經典故事75篇 西本雞介等編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08864 產後調理新指標: 聰明坐月子四週超完美100道料理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888 孕期營養全指南: 電鍋輕鬆煮養好胎100道料理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398 孕期營養全指南: 孕媽咪最愛的100道麵點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709 產後調理新指標: 樂活低卡月子餐100道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004 Manto數字油畫平面圖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406 花石散記. 一, 談藝偶拾 鄭漢禕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6413 花石散記. 二, 生活隨筆 鄭漢禕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205 Beat in life彌撒曲 黃銘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903 生活國際當代首飾集 吳竟銍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BiL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C Gallery藝文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0

喆叡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rt One視覺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0715 東亞區域整合與韓中FTA挑戰 陳德昇主編 平裝 1

9789863870722 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 顏擇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39 你的星空,我的愛情少尉 杜昭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46 戰爭之外 張國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53 聖稜線 陳家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0777 傀儡花 陳耀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84 解決問題的能力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84 解決問題的能力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791 當代美國詩雙璧: 羅伯特.哈斯,布蘭達.希爾曼詩選陳黎, 張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07 野火集: 三十週年紀念版 龍應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14 事實即顛覆: 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著; 于金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21 小兒子. 2, 願我們的歡樂長留 駱以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52 慢漫談Think Twice 黃俊隆, 聶永真口述; 鄒欣寧, 柯若竹, 蔡俊傑記錄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69 金庸傳 傅國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76 旋轉門 蘇偉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0883 美麗的權利 龍應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101 桃園文學的星空 謝鴻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672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 臺股老農夫與你分享巴菲特買股法老農夫著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SHOW影劇團



9789867283689 財報狗教你挖出成長股 財報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641 權證小哥贏家的智計 權證小哥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509 Three little pigs Allen chao[編] 平裝 1

9789869213516 oh, Ella! Allen Chao[編] 平裝 1

9789869213523 The boy who cries wolf Allen Chao[編] 平裝 1

9789869213530 Nana's toy box Allen Chao[編] 平裝 1

9789869213547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Allen Chao[編] 平裝 1

9789869213554 Albert's adventure Allen Chao[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762 我會騎腳踏車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3779 寶貝,釣魚去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3786 秋天的朋友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13793 冬天的禮物 張晉霖文; 張正雄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3607 四季農莊溫馨繪本 張晉霖總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715 藝啟造相: 鏡頭下的藝術家朋友 陳明聰, 沈伯丞作 平裝 1

9789869034715 藝啟造相: 鏡頭下的藝術家朋友 陳明聰, 沈伯丞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二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本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Thumb Up Children's Book House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686 會計師法典 張建昭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94693 現行考銓法典 郭如意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94709 地政法典 林育智主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94716 一品小六法 一品法學苑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994730 21世紀監獄學: 理論、實務與對策 黄徵男, 賴擁連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5994747 基礎行政法25講 黃源銘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754 犯罪不法利益剝奪手段的檢討與重建 柯耀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761 警察法總論 劉嘉發等編著; 蔡震榮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94778 勞工人資法典 沈以軒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792 行政法測驗之卷. 2016 黃默夫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303 貓星通信的透明水彩教室: 跟著HANU輕鬆畫出浪漫、寫實的美好生活感插畫馬菡璐 HANU 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327 一隻叫JIMMY的狗 拉斐爾.曼特索(Rafael Mantesso)著; 揚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095 達摩祖師論集淺釋悟性論 圓暘法師講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真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一起來



9789865904470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8冊 2

9789865904494 一貫道藏. 義理之部. 8, 幸福的道理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5904500 一貫道藏. 祖師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8冊 2

9789865904517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6960 傳燈: 一德書會書法作品集. 十一 一德書會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0174 廣島.宮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莊仲豪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228 香港.澳門 JTB Publishing, lnc.作; 莊仲豪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235 首爾 JTB Publishing, lnc.作; 周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242 北歐 JTB Publishing, lnc.作; 許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259 名古屋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清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266 紐約 JTB Publishing,lnc.作; 賴惠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273 中國鐵道火車百科 蘇昭旭作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10280 中國鐵道火車百科 蘇昭旭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10334 東京大步帖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著; 張雲清翻譯 修訂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610341 大阪 JTB Publishing, lnc.作; 張雲婷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358 福岡.柳川.門司港懷舊區 JTB出版社日本版編輯部作; 尤淑心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365 名古屋 JTB Publishing, lnc.作; 江思翰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389 三國演義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10396 三國演義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10402 三國演義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一德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9789864610419 三國演義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10426 三國演義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10433 三國演義 孫家琦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10457 四國 JTB Publishing, lnc.作; 莊仲豪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464 長崎 豪斯登堡小伴旅 MAPPLE昭文編輯部作; 周葶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471 世界高速鐵路百科 蘇昭旭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601 集十傑之長.創臺灣之光: 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美術創作得主巡迴展專輯. 第二屆許文融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0438 1天10分鐘！舒筋活骨操 佐佐木信之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52 法蘭西浪漫香頌：經典歐洲花卉著色繪本 皮耶爾.喬瑟夫.禾杜德原畫; 徐筱婷線稿描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83 一天上班就要學的超效率思考術 八方出版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520 一卷繃帶復健包紮法 Sports Safety Japan著; 林曉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51 狗狗的50道英影 超人氣寶貝犬圖鑑小百科 Maaja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68 雅菲的爆炸卡筆記 雅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575 糖尿病美味家常菜 村上祥子著; 王慧娥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612 令人怦然心動の說話藝術 竹內幸子著; 蘇彥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36 可愛小時代Color me now！ 羅安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43 向史丹佛、麥肯錫菁英學做永不後悔的決定 籠屋邦夫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50 零秒反應力: 腦袋一片空白, 也能迅速回答 赤羽雄二著; 林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674 小孩身體不適的飲食法 狄田尚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704 超級銷售王的賺錢祕密 高野孝之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1

十大傑出青年當選人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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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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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068 肌膚算病: 你身體裡藏著什麼病,皮膚都知道 施丞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5979 吳九箴.覺語錄: 用時間釀出來的365則體悟,你必須親自飲入心肺,才知什麼是覺醒......吳九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403 Ansel's藥物劑型與遞藥系統 Loyd V. Allen, JR., Howard C. Ansel原著; 劉正雄編譯第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32877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3560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463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464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4659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4758 狂霸巫師 風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372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自然文化



9789864033737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4864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491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3492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03493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3494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3495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33898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33904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499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5007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501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5021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503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399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505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506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507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519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5205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5212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441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3442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3553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3554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3555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3568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569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5700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571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572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5953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6912 入世花都 瘋狂冰咆嘯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6905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598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5991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6882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6899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602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3603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3759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03760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3761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36141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615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616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6172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36967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3697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3620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6219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6226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36233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37247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3725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7261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3727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7285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625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626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627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729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730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731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7384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7445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7438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6431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36448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7452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7469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7063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7070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7087 封天至尊 嘉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6530 通靈妙手 瀟湘墨筆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657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3658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03659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03660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03716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03717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03718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03719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03720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03675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676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677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6783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6790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680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8091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810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811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8329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836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3840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843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3844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3845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3846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038473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38480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38497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39371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9388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9395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854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39401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9418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9425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914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915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916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8558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856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913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8596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8602 絕世狂徒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8619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8626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8633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39562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39579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9586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959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960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961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9654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9623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9630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9647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9548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39555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39531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9517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9524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873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9487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39494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3875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876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947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8770 劍的旋律 藍晶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38978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39456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946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8831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8848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885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886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887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8886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890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3966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38916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8923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8930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8947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39678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9685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3901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03902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03903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039241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039258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039265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039050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9067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9074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9081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9098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910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039111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039128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680559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680566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680573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680580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680665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9173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9180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9197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0641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0658 異能教師 心在流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0610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0627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0634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9203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9210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39227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9234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0597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0603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9272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39289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39296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39302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0276 九陽神火 東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39319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9326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39333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0306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0313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0320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39340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9357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9364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0672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0689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0696 鬥戰破天 墨迹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012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013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943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3944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0108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011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39692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39708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39715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39722 誅天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39739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39746 蒼穹劍主 游天的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39753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39760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39777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39784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0511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0528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0535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0542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3979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3980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8048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80498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3981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9821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0443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0450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0467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80474 天火大道 唐家三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39838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39845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3985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0412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0429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0436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3986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03987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03988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68099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68100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68101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039890 絕世無雙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39906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3991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39920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3993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994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995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3996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39975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3998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3999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000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001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0023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003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80047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8005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8006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007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008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009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8113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80146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0153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0160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0177 玄天魂尊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0184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0191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0238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0207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0214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0221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024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025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0337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0344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0351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036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0375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0382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0399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0702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680719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680726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680733 最強棄少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680740 無敵軍醫 抱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0764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80771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0788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81150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81570 超級兵王 步千帆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80795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0801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0818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0825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0832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1617 萬古仙穹 觀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0849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0856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80863 藥尊風暴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8087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0887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0894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090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0917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80924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81044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81051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81068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81075 山神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681099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1105 滅天武神 開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120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121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122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1235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1242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1259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1266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1273 神級仙醫在都市 掠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1310 太古聖脈 狗狍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1402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1419 造化之門 鵝是老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1457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681464 最後的法師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68166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1853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1907 帝御蒼穹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1938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1945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1976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2003 魔君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82195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2201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2379 罩得住,我最屌 罩得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138 學佛疑釋. 第一集 聖開導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05145 學佛疑釋. 第二集 聖開導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152 學佛疑釋. 第三集 聖開導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05169 培養善根: 二0一三年五月十日於新加坡人乘佛教堂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05183 人乘佛教法統: 心法之要 觀照寂光: 二0一三年十一月廿八日於臺灣臺南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406 味無味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598 就這樣開了一家書店 石芳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628 村上春樹先生,一起用餐吧! 車侑陳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635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繆詠華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354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二魚文化



9789865813642 風沙星辰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徐麗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3659 夜間飛行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繆詠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13673 有一種謠傳 張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680 書店的黛安娜 柚木麻子著; 涂綺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10 喫東西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10 喫東西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34 連日本的上班族都敢當,你還怕地獄嗎?: 侯.克里斯多福.山雅治の東京職場放浪記老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41 布達佩斯廚房: 匈牙利經典家常菜 索菲亞.莫特娜(Zsofia Mautner)作; 莊世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41 布達佩斯廚房: 匈牙利經典家常菜 索菲亞.莫特娜(Zsofia Mautner)作; 莊世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58 臺灣詩選. 2015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65 飲食文選. 2015 焦桐, 洪珊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772 拉得弗森林異童話: 地圖上沒有的德國小鎮Redevormwald,莊袓欣短篇故事集莊祖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4019 博物館文創力: 典藏授權的策略思考 洪琬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7837 英雄與丑角 羅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7967 劉進慶文選: 我的抵抗與學問 劉進慶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6777974 劉進慶文選: 我的抵抗與學問 劉進慶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248556 春夕 馬小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63 某某人 哲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70 不速之客 孫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587 光明中尋找黑暗: 哲貴 徐秀慧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七頂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9789869248594 探尋歷史的「基體」: 溝口雄三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孫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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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649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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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64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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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6028 球球和哥哥 島田由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56110 雨天的驚喜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6256110 雨天的驚喜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6256127 寒冬用品店 福澤由美子作 精裝 1

9789866256127 寒冬用品店 福澤由美子作 精裝 1

9789866256134 森林裡的好朋友 福澤由美子作 精裝 1

9789866256134 森林裡的好朋友 福澤由美子作 精裝 1

9789866256141 春天的救援行動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6256141 春天的救援行動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162 誰在吃大餐?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179 誰在躲貓貓?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186 誰在睡覺?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193 寶寶們在做什麼?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261 海洋動物 安東.波蒂挨文; 蘇菲亞陶列陶圖 精裝 1

9789864420278 叢林動物 安東.波蒂挨文; 蘇菲亞陶列陶圖 精裝 1

9789864420285 農場動物 安東.波蒂挨文; 蘇菲亞陶列陶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九童國際文化



9789864420292 快樂農場: 有什麼新發現!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08 太空探險: 有什麼新發現!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15 城市生活: 有什麼新發現!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22 交通工具: 有什麼新發現!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476 金髮女孩與三隻熊 海倫.羅威圖; 伊莉莎白.高汀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483 三隻小豬 海倫.羅威圖; 伊莉莎白.高汀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490 白雪公主 海倫.羅威圖; 伊莉莎白.高汀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506 小紅帽 海倫.羅威圖; 伊莉莎白.高汀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2673 亂世的犧牲者: 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 上坂冬子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697 香奈兒五號香水的祕密 緹拉.瑪潔歐(Tilar J. Mazzeo)著;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03 和習近平聊聊臺灣和中國 范疇著 平裝 1

9789865842710 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 宮脇淳子著; 岡田英弘監修; 郭妙玉譯 平裝 1

9789865842734 旅人眼中的亞洲千年史 斯圖亞特.戈登(Stewart Gordon)著; 馮奕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41 信仰的終結: 宗教、恐怖行動及理性的未來 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作; 孔繁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58 鴉片戰爭: 毒品,夢想和中國建築 藍詩鈴(Julis Lovell)著; 潘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65 在滿洲: 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 梅英東(Michael Meyer)著; 吳潤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72 炙熱的星空,孤寂的靈魂: 梵谷書信選 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著; 蔡旻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89 諾貝爾物理獎. 2005-2015 科學月刊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796 諾貝爾化學獎. 2005-2015 科學月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802 諾貝爾生醫獎. 2005-2015 科學月刊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819 世界史的誕生: 蒙古帝國與東西史觀的終結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2826 偽善是邪惡向美德的致敬: 人性箴言 弗朗索瓦.德.拉羅什福柯(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著; 黃意雯譯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4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0246 識字的春天 陳良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246 識字的春天 陳良欽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500277 從美國軍官到華文翻譯家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284 去過敏的三種方法 陳思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07 左手的繆思 余光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14 快樂工程 蕭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21 會思想的蘆葦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45 蘑菇圈 阿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52 給年輕的你: 三張必要的人生卡 游乾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52 給年輕的你: 三張必要的人生卡 游乾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76 我兒漢生 蕭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383 午後的病房課 蔡文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390 大雨如注 畢飛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406 一首詩的玩法 白靈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406 一首詩的玩法 白靈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413 一首詩的誕生 白靈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413 一首詩的誕生 白靈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420 一首詩的誘惑 白靈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420 一首詩的誘惑 白靈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0444 如此歲月: 洛夫詩選. 一九八八-二0一二 洛夫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500451 跑步穿過中關村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468 品茗.夜話: 敲動心底的六十根弦,靈魂深處迴響著的繞梁餘音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475 九歌童話選. 一0四年 周姚萍等主編; 王淑慧等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482 九歌小說選. 一0四年 童偉格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499 米米朵拉 虹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505 九歌散文選. 104年 袁瓊瓊主編 初版 平裝 1

九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809 13:20*13:28星際馬雅13月亮曆時間書 宇宙曆: 把日子過好來,就能過好日子行星之白風Ana Zikic, 月之藍鷹Rafeeka作 其他 1

9789869254823 獵戶瞳孔 Stephanie South作; 林子元, Rafeeka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2938 公主的三個願望 尼克.夏瑞特(Nick Sharratt)著; 賴美伶譯 精裝 1

9789862122945 小海盜大探險 尼克.夏瑞特(Nick Sharratt)著; 賴美伶譯 精裝 1

9789862122952 我的身體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高郁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69 我的家人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高郁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76 各種顏色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高郁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83 春夏秋冬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高郁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2990 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崔琡僖著; 邱敏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003 幸福的話語 崔琡僖著; 邱敏瑤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524 瑩淨淳古: 唐朝至清朝之瓷器 黃宏威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916 細說臺灣 林麗容撰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三才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大聯合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7

三一二八生活美學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人文化



9789869228923 臺灣社會關懷之研究 林麗容撰 平裝 1

9789869228930 21世紀生活法語 林麗容撰 平裝 1

9789869228947 21世紀生活西班牙語 林麗容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206 超級烏龜 柳雪華文.圖; 張琪惠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9715 王氏英文句型萬能公式(萬能鎖)(含肯(否)定句萬能公式 總表+疑問句萬能公式)王伯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9423 老梅海石莊明景風景攝影集 莊明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282 策天六爻卦例精解 文墨龍, 邱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299 盲派算命母法秘傳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05 呼日勒的自行車 何君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12 命理入門與命譜詩評 韓雨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29 千古靜坐秘笈 韓雨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36 中國帝王風水學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天地藝術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天才出版



9789865817343 五行精紀新編 廖中原著; 郭先機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50 策天六爻名師解卦 文墨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67 一生懸命 吳威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74 盲派算命獨門秘笈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81 盲派算命流星奧語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398 增廣切夢刀 丁成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04 命理易知新編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11 增補用神精華 王心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28 改變命運的占卜學 文墨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35 策天六爻名師解卦. 二 文墨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42 天文干支萬年曆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59 開運聖經. 2016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66 傷寒明理論 成無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73 千金寶要 孫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80 脈經 王叔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497 盲派算命一言九鼎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503 盲派算命實務集成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485 超人氣NO.1醫美保養聖經: 不動刀、不挨餓,長庚名醫教你素人變明星胡倩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0492 四十歲開始,預防失智效果最好 廣川慶裕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3863 後天美膚人: 自己的皮膚自己救,親手做出安全省錢的天然保養品Utsuro Akiko, Kyoko Maeda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田



9789861793870 改過自新學英文Real Talking in the Office Ellie Oh, Tasia Ki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3887 從今而後的美好生活 X-Knowledge編輯製作; 陳惠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894 穿春夏: 時尚總監菊池京子陪妳穿搭每一天 菊池京子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17 (圖解)神奇荷爾蒙: 每個女生都會想知道的美膚生理學關口由紀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24 搖滾吧!脂肪: 老公的體重我負責,跟幸福肥說再見入江久繪圖.文;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31 像他們一樣工作: 紐約人的生存白皮書,向他們學習熱情、創意與成長李旻基, 李政玟著;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48 改過自新學英文: 跟老外開口說 Ellie Oh, Tasia K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55 一個人好想吃: 高木直子念念不忘,吃飽萬歲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62 其實是數位在傷害孩子 申宜真著; 林文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79 給我30天還妳上半身 崔成宇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86 給我30天還妳小腹肌 崔成宇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3993 給我30天還妳下半身 崔成宇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06 印度團團轉 朴惠景著;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13 旅行,是為了找到回家的路 新井一二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20 我為什麼愛上露營? 圓圓夫人著; 林文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37 可以不要跟別人一樣嗎?: 讓你人生大改變的88個開關滝本洋平, 磯尾克行編著; 陳惠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44 美味時光 朴貞雅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51 難忘歐洲家庭料理: 日本人最想保存的美食料理散文第1名石井好子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68 喜歡小房子: 我家不是豪宅,但很舒服 Forbook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75 跟自己的孩子聊得來 田導根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082 蘇志燮的每一天 51K撰寫; 王品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4099 9年的虛弱人生: 身體欠佳的自我調養術 青木光惠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05 此時此刻: 河智苑時光之書 河智苑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12 旅行魂 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29 好好生活、慢慢吃繼續瘦: 再減5公斤,不復胖! 渡邊本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36 時尚的誕生: 比逛街更有活力的穿搭著色書 姜旻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43 穿秋冬: 時尚總監菊池京子教妳暖搭每一天 菊池京子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50 千萬不要跟孩子這樣說話: 現在就應該問孩子這80個問題,從未滿4歲問到13歲孫碩韓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67 單身不再心慌慌 森下惠美子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181 你走了以後,我一個人的旅程: 林書宇的百日告別林書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4198 瑞典人為什麼都不會累? 朴玟宣著;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04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去全世界: 輪椅少年的環遊世界大探險艾博凱薩斯著; 謝琬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11 娶到這樣的我,很抱歉 入江久繪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28 一個人好孝順: 高木直子帶著爸媽去旅行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35 美味時光Coloring and the Food: 寄給你明信片塗色書朴貞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4242 神活著 萊斯.布魯克斯著; 趙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59 喜歡小日子 申敬玉著; 李修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66 改過自新學英文: Travel Talking旅行開口說 Ellie Oh, Tasia K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73 玩弄臉書: Facebook行銷總監蘭蒂.祖克柏的網路解惑與工作故事蘭蒂.祖克柏(Randi Zuckerberg)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297 初老,然後呢? 米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03 圖解完全消除疲勞法 西多昌規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10 生活解決王: 家庭必備良書,可以代代相傳的Living point朝鮮日報生活妙點子採訪組著; 羅雅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27 旅人時光Coloring and the City 紅鯨魚, 朴貞雅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358 感覺不到有結婚的機會 HATOCO著; 陳惠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6643 孝經圖示 江逸子作; 郭基發譯 平裝 1

9789868886650 孔子聖蹟圖 江逸子作 平裝 1

9789868886667 孔門聖賢畫像冊 江逸子作 平裝 1

9789868886674 明倫史畫百畫輯 江逸子作.繪; 林觀潮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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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送存冊數共計：45

大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山田社



9789862464090 韓語入門中文就行啦 金龍範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4243 遊學留學生活日語: 去日本跟日本人學日語 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50 新日檢N1,N2,N3,N4,N5文法比較大全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267 365天用的日語會話6000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74 7天學會日語50音 吉松由美, 山田玲奈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81 美國人都這樣短短說英語 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298 日語50音の尋秘花園: 50音著色本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304 完全攻略英檢初級單字及片語2260 馬德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311 新日檢N1,N2,N3,N4,N5文法比較大全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464328 完全攻略英檢初級文法及練習109: 國中文法大全(必勝問題+全解全析)馬德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2464335 完全攻略英檢中級文法及練習112: 高中文法大全(必勝問題+全解全析)馬德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342 用愛情故事記韓語40音: 40音尋愛花園著色本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359 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3: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366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3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380 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2: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263 尹朝陽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7424 無聲之城: 1984-2014的臺北: 陸先銘 林岱隆, 鄭默, 趙芷姮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431 眾生之園: 異化的新世界: 郭維國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7448 同文之變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7462 觀山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8997486 望游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97493 游.象: 王璜生 林岱隆, 鄭默,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716 申亮 鄭默等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2723 賴九岑 鄭默, 謝媛婷, 郭齡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9097 觀世音菩薩百首靈籤 余全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59738 人生下半場的幸福劇本 王乾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820 木蘭奇女傳 史玉琪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9950 健康、疾病與醫療: 醫療社會學新論 葉肅科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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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60482 民法繼承新論 黃宗樂, 郭振恭, 陳棋炎著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460536 新譯佛國記 楊維中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581 新譯明傳奇小說選 陳美林, 皋于厚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680 法學概論 陳惠馨著 修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697 法律與生活 潘維大, 黃心怡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0796 中華民國憲法 林騰鷂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0826 新高中英文. 四, 自學手冊 王靖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857 中國現代史 薛化元, 李福鐘, 潘光哲編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0895 永遠的圈外人: 冷若水回憶錄 冷若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901 韓非,快逃! 李賢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0932 我的朋友馬基維利: 佛羅倫斯的興亡 塩野七生著; 沈寶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949 抱抱我 西蒙娜.希洛羅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0956 脂評本紅樓夢 曹雪芹著; 馬美信校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60963 脂評本紅樓夢 曹雪芹著; 馬美信校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0994 代理關係 劉昭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正



9789571461038 皮皮與波西: 小水漥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045 皮皮與波西: 下雪天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052 皮皮與波西: 紅氣球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076 皮皮與波西: 超級滑板車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083 皮皮與波西: 恐怖大怪獸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090 皮皮與波西: 晚安小青蛙 阿克賽爾.薛弗勒文圖; 酪梨壽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106 自己的肺自己救: 每天1分鐘的肺部保健指南 陳芳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113 現代企業管理 郭振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120 麥克沃特兄弟 胡其瑞著; 簡志剛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144 安迪.沃荷 趙映雪著; 放藝術工作室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151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陳志華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1175 少年事件處理法 劉作揖著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1461182 按圖索驥: 無字的證明 蔡宗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199 希臘史: 歐洲文明的起源 劉增泉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205 公司法原論 廖大穎著 增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1212 阿草的圓錐曲線 曹亮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236 荊釵記 柯丹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250 澳大利亞史: 古大陸.新國度 李龍華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274 宋詩菁華: 宋詩分體選讀 張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328 商事法 潘維大, 范建得, 羅美隆著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335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著 修訂九版 平裝 1

9789571461366 戲曲學 曾永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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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5309 路頭賺呷人: 設計工作營活動成果專輯 久甘設計工作室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1

久甘設計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2677 朱熹<>研究 孫致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7378 大學甄選入學學測落點分析. 105學年度 [大考通訊社]大學招生策略研究小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673 生命的最後 白雲老禪師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83680 妙法蓮華經決疑 白雲老禪師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108 再見,初戀: 記得當時年紀小 王力芹文; 余沛珈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184 彩虹池塘 李坤宗文;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320 誕生 劉佩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88623 把弟弟吃掉 施政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1337 甜甜圈公主 王文華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344 生氣蛙 小星星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351 飛天小皮蛋 伍劍文; 余沛珈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368 聖誕老公公不見了 可白文; 達姆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399 幸福章魚燒 林惠珍文; 法蘭克圖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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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通訊社



9789865641412 胖胖閃電俠 陳肇宜文; 李長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429 遇見禮物人 陳可卉作; SEVEN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808 凝視蘇格蘭: 煉金術士與麥芽采風 陳正穎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411 無畏人生小語筆記書 吉美丹增上師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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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5458 「全民幸福政黨大聯盟」創刊: 幼苗的崛起 林麗容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1542 非洲草原歷險記 洪在徹文; 鄭俊圭圖; 林虹均,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3331 能不能轉身就遠行 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017 法國麵包教父的甜點配方: 梅森凱瑟的70款法式蛋糕及基礎技法,讓你在家複製巴黎名店的感動美味艾瑞克.凱瑟(Eric Kayser)作; 柯志儀譯 精裝 1

9789863424024 俠盜羅賓漢 郭漁改寫; 蔡虫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048 與神聊天 佐藤蜜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055 蒙上你的眼 喬許.梅勒曼(Josh Malerman)著; 周沛郁譯 平裝 1

9789863424079 愛料理.網友熱搜TOP100下飯菜 愛料理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小批次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和文化工作室



9789863424086 你,就是媒體 許景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093 鍛鍊,成為更好的自己: 跟著筋肉媽媽,生了孩子照樣3個月練出六塊肌!筋肉媽媽著 平裝 1

9789863424109 清血果汁3週解毒計畫,戰勝慢性病! 宣在光著 平裝 1

9789863424116 綠野仙蹤 李曼.法蘭克.鮑姆著; 郭漁改寫; 李長駿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161 妄想BL制服系. 十八禁篇 月輪桃子等著 平裝 1

9789863424185 什麼都能賣出好價錢: 頂尖經紀人教你如何讓誰都買單弗雷德里克.埃克倫德(Fredrik Eklund), 布魯斯.利特菲德(Bruce Littlefield)著; 林力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192 標靶營養 米契.蓋諾(Mitchell Gaynor)著;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863424208 請來森林小屋玩 M.A Field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215 尋找星星落下的地方 M.A Field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178 讀書有效率的18個時間管理法 小葡萄編輯部文; 吳秀珍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222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3424239 劉以豪: 慢板京都 劉以豪作 平裝 1

9789863424246 我也曾憂鬱：一位精神科醫師用心靈自癒力，不吃藥改善頭痛楊紹民著 平裝 1

9789863424253 植物世界歷險記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4260 漢尼拔的殘酷美學: 雙面人魔影集藝術設定與幕後製作影像書傑斯.麥克連(Jesse McLean)著; 沈靜妍, 馮丞云譯 平裝 1

9789863424277 犬魂：1500個生命救援的日子，只為改變浪孩的一輩子張敬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284 心靈學校. 3, 我好想跟大家一起玩 柳炳民文; 金基秀圖;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291 如何有感表達: 重點不是你想說什麼,而是散發感染力麥可.派可(Michael Parker)著; 張家綺譯 平裝 1

9789863424307 好聰明馬賽克貼紙書. 美麗小花篇 Kirsteen Robson作; Carly Davies繪 平裝 1

9789863424314 好聰明馬賽克貼紙書. 可愛動物篇 Kirsteen Robson作; Carly Davies繪 平裝 1

9789863424321 好聰明馬賽克貼紙書. 皇家城堡篇 Kirsteen Robson作; Carly Davies繪 平裝 1

9789863424338 吉娜兒的畫畫本子: 我們來畫超人 吉娜兒作 平裝 1

9789863424345 公子們,接客了. 8, 天子下嫁如小倌出閣 逍遙紅塵著 平裝 1

9789863424352 為什麼菁英都是「清單控」?: 清單式思考,讓他們紓解壓力,提升效率,輕鬆降伏所有龐雜任務寶拉.里佐(Paula Rizzo)著; 鄭煥昇譯 平裝 1

9789863424376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24383 就是比你早3小時下班: 從「桌面淨空」開始！重整工作、情報、大腦的14天整理術高嶋美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390 想念,卻不想見的人 劉又瑜文字整理 平裝 1

9789863424406 波斯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420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完美的茶會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437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424444 KIMIKO'S小角度美型關鍵 KIMIK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24451 矽谷美味人妻一鍋幸福煮 謝凱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468 好企劃一頁剛剛好: 簡單四步驟、再複雜的計畫,都能說清楚馬克.馮.艾克(Marc van Eck), 艾倫.林豪茲(Ellen Leenhouts)著; 增琳之譯平裝 1

9789863424475 移動迷關前傳: 格殺指令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4482 今天很高興認識你 M.A Field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499 勇闖宇宙大冒險. 2 洪在徹作;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4505 新鮮剛出爐的麵包 M.A Field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512 絕唱 湊佳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529 唐吉訶德 米格爾.德.塞萬提斯原著; 郭漁改寫; 卓昆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536 勇闖宇宙大冒險. 3 洪在徹作; 李泰虎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4543 然後，我們都懂了 小生著 平裝 1

9789863424550 叢林的法則. 4, 西伯利亞 SBS<>製作團隊原作; 李政泰漫畫; 樊姍姍譯 平裝 1

9789863424567 泰山 艾格‧萊斯‧布洛原著; 郭漁改寫;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574 黃金戰士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金新中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24581 不靠西藥、不復發!還你健康肌膚: 99%急、慢性皮膚病,中醫都可治癒!李思儀著 平裝 1

9789863424598 再見飛天小燈籠 魏柔宜作; 尤淑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604 小公主蘇菲亞: 祕密圖書館 克雷格.格伯, 凱薩琳.海卡作; 李詩萱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611 花の館 竹脇麻衣作 平裝 1

9789863424628 搶救成績大作戰 黃振裕著; Dora Li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635 只想窩在家的休日好食光 黃宜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642 哇!恐龍跑出來了. 2, 肉食恐龍王者決戰: 3D擴增實境APP互動恐龍小百科Carlton Books作; 蔡文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4673 科學發明王. 10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680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424697 我在柯文哲身邊的333天: 7年級柯家軍的裸告白黃大維, 楊緬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703 柯P模式: 柯文哲的SOP和你想的不一樣 柯文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703 柯P模式: 柯文哲的SOP和你想的不一樣 柯文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710 希臘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727 溫士凱對味的旅行 溫士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734 一個人.療癒鍋 岩崎啟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741 迪士尼經典童話著色: 冰雪奇緣100 三采文化編著 平裝 1

9789863424758 迪士尼經典童話著色: 夢幻公主100 三采文化編著 平裝 1

9789863424765 迪士尼經典童話著色: 動物王國100 三采文化編著 平裝 1

9789863424772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24789 小公主蘇菲亞: 好品格故事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ists繪; 蔡文婷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3424796 建築的故事 派翠克.迪倫(Patrick Dillon)著; 呂奕欣譯 精裝 1

9789863424802 新北歐廚房: 看得見的自然美味 瑪格蕾塔.舒爾特.朗德雷(Margareta Schildt-Landgren)文字; 方淑惠翻譯平裝 1

9789863424819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3424833 閃亮亮的貝殼手鍊 M.A Field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840 點心屋的大冒險 M.A Field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857 日本媽媽最推104道常備菜便利手帖 夏梅美智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864 小公主蘇菲亞: 皇家小老鼠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李詩萱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871 地球人生存手冊 成美堂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888 解決問題,別管大白鯊: 48個真實故事,教你用違反常理的方法解決難題大衛.尼文(David Niven)著; 章澤儀譯 平裝 1

9789863424895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好室友晚安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901 破解團體迷思: 如何把團隊變得更聰明,讓集體決策更有智慧?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 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著; 黃庭敏譯平裝 1

9789863424901 破解團體迷思: 如何把團隊變得更聰明,讓集體決策更有智慧?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 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著; 黃庭敏譯平裝 1

9789863424918 不害怕考試的17個學習祕訣 李京信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925 小婦人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著; 曾詠蓁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949 我和我的亞斯伯格超能力 梅蘭妮.沃爾什(Melanie Walsh)作繪; 王意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956 低敏共生,小兒過敏自然消失! 王聖勳著 平裝 1

9789863424963 當年,我們就是一群蠢蛋! 東野圭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4970 學著,好好愛 孫中興著 平裝 1

9789863424987 小公主蘇菲亞: 聖誕小精靈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李詩萱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4994 人生,到最後都是一個人 吉澤久子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3425007 道地韓國媽媽家常菜360道 跟著做料理月刊誌著; 陳建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014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著; 郭漁改寫; 吳羚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021 美字練習日: 靜心寫好字 葉彝丞, 楊至傑作 平裝 1

9789863425038 智慧共享的社群人脈學: 如何利用互聯網創造集思廣益,解決工作、生活、健康、愛情難題,實現夢想?李爾.羅瑞夫(Lior Zoref)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5045 溼地沼澤求生記 洪在徹文; 鄭俊圭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5052 女外科的辛辣日記2：暴走狂飆 劉宗瑀著 平裝 1

9789863425069 出走: 去沒有你的地方 貝莉作 平裝 1

9789863425076 離婚事務所~律師娘: 分手,也能幸福嗎? 陳靜如作 平裝 1

9789863425083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25090 心靈學校. 4, 保持整潔好難啊! 南智恩作; 金寅鎬繪; 陳建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106 楓之谷大冒險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425113 神祕洞窟大冒險 洪在徹作; 文情厚繪; 徐月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3425137 妄想BL料理擬人. 臺灣小吃篇 若月凜, 米索, 指樹繪 平裝 1

9789863425151 喵喵鳥 雷米.古瓊(Remi Courgeon)作; 溫力秦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168 哇!機器人跑出來了: 3D擴增實境APP互動機械科技小百科Carlton Books原作; 蔡文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175 叢林的法則. 5, 亞馬遜雨林 SBS<>製作團隊原作; 李政泰漫畫; 樊姍姍譯 平裝 1

9789863425182 一雙鞋,化身巴黎型女! 米澤よう子著; 連雪雅譯 平裝 1

9789863425199 有座城市沒有車 魏柔宜著; 吳羚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205 日本插圖研究社 SIX POMMES著; 連雪芳譯 平裝 1

9789863425212 王子與乞丐 馬克.吐温原著; 嘻笑海草改寫; 卓昆峰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229 我決定簡單的生活: 從斷捨離到極簡主義,丟東西後改變我的12件事!佐佐木典士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236 寫下幸福 三采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243 水果奶奶好故事. 4, 淇淇會寫詩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作; 趙正安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3425250 成績大提升！越考越進步的43個祕訣 盧貞美作; 李京信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304 驚人習慣力: 「做一下就好」微不足道的小習慣創造大奇蹟史蒂芬.蓋斯(Stephen Guise)作; 黃庭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5311 小公主蘇菲亞: 好品格故事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425373 KINFOLK家: 從心看見生活中的每一處漫活風景奈森.威廉斯(Nathan Williams)著; 陳虹珊譯 精裝 1

9789863425380 環遊世界八十天 儒勒.凡爾納作; 郭漁改寫; 麻三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397 狐狸先生與故事小偷 芙蘭奇絲卡.畢爾曼(Franziska Biermann)著; 溫力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403 愛吃書的狐狸先生 芙蘭奇絲卡.畢爾曼(Franziska Biermann)著; 溫力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5410 保鮮!省時!清潔好收納252招活用冰箱管理術 島本美由紀監修; 石玉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427 美字練習: 靜心戀字 三采文化作 平裝 1

9789863425441 寫下智慧 美好生活創作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458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郭迪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25502 假使 我們那天再遇見 Middl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5526 你知道該怎麼抓牠嗎? 松橋利光作; 連雪雅譯 平裝 1

9789863425533 魔法歐克莎. 6, 最後的恆星 安妮.布莉喬塔(Anne Plichota), 森德琳.沃夫(Cendrine Wolf)著; 蔡雅琪譯平裝 1

9789863425540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425564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公主小保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5595 這些,憑什麼爆紅!: 把路人變神人、化品牌為名牌的36個網路竄紅實戰案例。徐健麟著 平裝 1

9789863425649 練習,喜歡自己 肆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2799 光復初期五萬分一臺灣地形圖 連鋒宗總編輯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087 原來如此: 那些你該知道的人性故事 賴志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094 霸氣希拉蕊: 你不必屈居第二位 席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00 活著,就該珍惜 李莉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17 絕不服輸蜜雪兒: 貧民窟也可以飛出金鳳凰 席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24 發生關係: 生活就是一場角色扮演 麥筱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31 相信自己,永不放棄 昕聆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32

上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拓文化



9789864110148 小幽默大智慧!我們不講笑話 羅奕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55 世界怎麼可能公平?快停止你的抱怨人生! 賴志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62 職場真麻煩: 做人比做事難 麥筱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79 小幽默大智慧: 我們一點都不搞笑! 羅奕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86 選擇不抱怨,拒當顧人怨! 朱永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193 生命沒那麼難,但需要勇氣 昕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209 生死轉念: 唯有放下才是真正的慈悲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223 超自我的終極心理測驗 伍似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766 Jüdische aufklärung und jiddisches theater: Studien zur esther-geschichteChang, Shoou-Hue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0773 Distinción aspectual en la interlengua de los estudiantes taiwaneses de espan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 procesos cognitivos,transferencia y fosilizacion(西班牙文))Pei-wen Mao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756 吟唱詩人黃安祖概念音樂詩輯 黃安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0188 如果沒有妳 黛安娜.夏伯蘭(Diane Chamberlain)作; 司維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66 我們下一次就戀愛 宣尼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73 健康,從齒開始: 指出你想都沒想過的牙齒未爆彈陳立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1980 一生無病絕對有機會: 只要17個好觀念! 陳立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707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於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上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果文化顧問



9789869060714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060745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060752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060769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平裝 卷5 1

9789869060783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9060790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作 初版 平裝 卷7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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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55593 Android App活學活用: 使用VB(Basic4Android) 王安邦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5630 24節氣手作醋食帖: 1珍味x2果醋,天然美好的飲食提案雯婷茜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647 誰說糖尿病人不能吃大餐: 專業醫師指導全方案向紅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654 越南,越美: 一個人的單車私旅行 徐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661 就職狂想曲 FEF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746 華為真相: 與狼共舞16年,一位華為高管的親身告白宋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753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第三部 莽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760 MIX蔬果新玩法: 嫩膚美白、排毐燃脂,7天喝出易瘦體質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784 陽台療癒時光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791 為什麼午覺別睡太久?: 專業名醫的100個無齡養生指導向紅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807 做決定時一定要理智嗎?: 先聽經濟學家怎麼說 輝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814 「活」下來最重要: 活用職場厚黑學,解決身邊偽君子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821 致富五堂必修課: 理財觀念配合投資工具,資產增加不空想宗學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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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55852 達標!Illustrator CC 薛清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869 會聲會影X8影音剪輯Fun心玩 榮欽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876 達標!Dreamweaver CC 蕭立文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上奇資訊



9789863755883 Visual C# 2015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906 Canvas 2D網頁平面繪圖與遊戲開發 張亞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913 中文版MIT App Inventor 2易學易用: 開發Android應用程式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920 無線傳感網路系統: TinyOS的理論與應用 潘浩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937 蘋果官方訓練教材: GarageBand Mary Plummer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5944 生活攝影一本通: 9位攝影達人的原創寫真 郭立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951 超越設計: 經典標誌與導視設計實作與解析 度本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968 天下3D學院: 3D列印繪圖設計攻略寶典 呂瑞城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5975 SQL Server 2014資料庫實務應用 許正憲, 張嘉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5982 Visual Basic 2015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5999 Mixcraft 7數位成音原廠教材 林政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002 鍾孟舜的數位漫畫插畫公式祕訣 鍾孟舜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6019 電腦選購、組裝、測試調校、維護一本通. 2017李慶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057 完美髮術全圖解: 在家偷學!閃耀不同場合的不敗髮型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064 教您創作人物故事設定集: 特搜刑案事件簿篇 繪漫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071 用水彩畫動漫: 畫出水嫩光彩的美少女 繪漫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088 一刻永恆: 超人氣婚禮攝影實戰BOOK 菲兔攝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095 開發Android APP手機資料庫程式使用VB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01 OpenStack企業雲平臺架構與實踐 張小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18 動畫角色完全指南: 造形設計、構圖技巧、範例解析一本搞定韓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25 金融賭局: 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霸權爭奪 占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32 光棍又怎樣,有淘寶就夠了: 頂尖網路技術,造就電商霸主子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49 蔬果食療力: 調理體質、補中益氣,從飲食開始保健<>整理委員會組織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56 寫給成人的經濟學故事書: 易讀,好懂,最實用! 鍾偉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63 一個電鍋,幸福滿桌: 66道麵飯X菜餚X鹹湯X甜點電鍋食譜密思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70 臺灣周末小旅行提案: 4大主題,超過20條嚴選路線高歡歡, 鄭紹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87 陰狠搏上位: 耍心機不留痕 王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194 哇咧,瞎扯淡: 暴走百分百的KUSO漫畫 暴走漫畫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00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128招輕鬆上手 千展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6217 大數據資料的實現: Storm技術的理論與應用 陳敏敏, 王新春, 黃奉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24 跟Adobe徹底研究Design & Web Permium CS6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吳國慶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6231 大數據資料的實現: Spark技術、應用與性能優質化Spark亞太研究院, 王家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48 讓使用者永續飆網: CDN全球快取系統詳解 雷葆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55 跟Adobe徹底研究SpeedGrade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6262 科學運算: Python理論及應用 楊佩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79 7天型男養成: 髮型.膚質.衣著.配件.儀衣,一本全收錄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86 認識葡萄酒,就像學會新語言!: 葡萄酒文化、飲用、選購事典富隆葡萄酒文化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293 簡易.營養.好吃: 營養師給準媽咪的四階段食譜 雯婷茜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6309 處理大數據的必備美工刀: 全支援中文的正規表示法精解余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6316 建築製圖應用職類: 電繪圖項丙級學術科解題 黃玉峯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6323 森林系童話繪本: 畫下兒時最喜愛的童話人物 夏鹿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2023 90%高級主管出身業,B2B聖經: 領高薪、晉升快,認識大老闆,這是你最快成功的捷徑!吳育宏著 平裝 1

9789865612153 一流人才的道歉技術: 如何平息怒火,不矮人一截?如何犯個小錯反而控制了狀況,反守為攻?野呂映志郎著; 高佩琳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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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12184 中國經營之神褚時健: 從菸王到橙王,勞改商學院20年,練就991億獲利的經營基因先燕雲, 張賦宇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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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12207 搶先賺、提前跑 宮崎哲也著; 江裕真譯 平裝 1

9789865612214 喚醒你的回春賀爾蒙,年輕15歲: 就是要逆天!維持青春肉體所需的營養和運動,跟你以為的完全不一樣滿尾正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238 我買雪球組,熊出沒照賺87%: 八成定存股+二成景氣循環、成長股,當便宜股越來越少,雪球組讓你價差股利兩頭賺溫國信著 平裝 1

9789865612245 賣車女王十倍勝的業務絕學: 陳茹芬週日不上班、很少發名片，卻贏別人十倍，怎麼辦到?陳茹芬著 平裝 1

9789865612269 工匠精神: 讓口袋與腦袋同時富裕 亞力克.福奇(Alec Foege)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276 沿著寂寞,我找到自由: 寂寞不只一種,所以33%的人寂寞,在不想一個人的過程中,我終於弄清人生要的到底是什麼艾蜜莉.懷特著; 蔣雪芬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大是文化



9789865612283 人才或廢柴,主管如何一句話聽出來 丸山貴宏作;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5612290 離群的勇氣 蛭子能收著; 蘇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306 袪寒除萬病 楊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313 下指令用數字，凸槌部屬變到位 深澤真太郎作;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5612320 拆解你的每一天: 從起床到就寢、讓你人生就此翻轉的「過日子基本法」石川和男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337 90%的病自己會好! 岡本裕著; 黃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2399 現代藝術的故事 威爾.岡波茲(Will Gompertz)著; 陳怡錚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116 火燒厝 廖炳焜文; 王書曼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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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7147 小紅飛機上班去 蔡美保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7154 小貓探長嚇一跳 王淑芬文; 李小逸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161 新刺客列傳 張尚為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178 高粱高粱幾月開 李光福文; Lynette Li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185 我是一顆小星星 李光福文; 許匡匡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906 臺灣好麵 林昭榮, 江麗卿口述; 陳貴凰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33997 北歐經驗,臺灣轉化: 普及照顧與民主審議 劉毓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三風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也是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00774 大家的思考日記&手帳(2015-2016版) 吳欣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365 可愛插畫 讓我的手帳活起來 Puri著;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72 拯救20萬人腰痛的 速效脊椎自我調整術 日野秀彥作;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89 東大高材生這樣吃!燜燒鍋育腦食譜 東大料理愛好會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6396 葡萄酒品飲教科書 久保將監修; 謝逸傑譯 平裝 1

9789869261708 「贊否兩論」主廚和風定食: 30分鐘上菜 笠原將弘著; 高詹燦,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15 描照片!就能畫出心愛小寵物 長友心平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722 一日多蔬元氣鍋 主婦之友社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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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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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79983 善惡的彼岸: 一個未來哲學的序曲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著; 趙千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79990 背離親緣. 下: 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事安德烈.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 簡萱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20 韓國影視講義. 1: 戲劇 電視劇本創作&類型分析鄭淑作; 林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37 獵光聖經: 環境光的分析、捕捉與思考 麥可.弗里曼(Michael Freeman)著; 甘錫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44 黎亞 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 安.法第曼(Anne Fadiman)著; 湯麗明, 劉建台, 楊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51 韓國影視講義. 2: 綜藝 節目腳本創作&類型剖析鄭淑作;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悅文化圖書



9789869203968 植物的性、愛與生死的祕密 茹絲.卡辛吉(Ruth Kassinger)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75 極簡烹飪教室. 1, 早餐、點心與沙拉 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82 極簡烹飪教室. 2, 海鮮、湯與燉煮類 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999 極簡烹飪教室. 3, 米麵穀類、蔬菜與豆類 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4104 極簡烹飪教室. 4, 肉類 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4111 極簡烹飪教室. 5, 麵包與甜點 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4166 漢字百話 白川靜作; 鄭威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0855 國術太極拳 吳圖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862 形意太極拳分解教學88式 張薇薇, 徐淑貞編寫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879 清代射藝叢書 王五公太極連環刀法: 中國古佚劍法唐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886 48式養生太極拳 苗樹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893 花式撞球百例技法分析 呂佩, 劉明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09 西洋惡魔咒術 杜美芳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16 形意拳譜五綱七言論: 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 靳雲亭, 高降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23 轉世、前世占卜 劉名揚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30 武當九式吐納養生法 岳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0947 雙節棍技戰術修練 王俊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54 <>和<>的中老年養生秘方 張大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61 <>和<>的女人養顏秘方 張大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78 百動療疾養生法 宮潤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85 格鬥技科學解析 蕭京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0992 萬籟聲技擊教範 萬籟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005 微言大義: 太極拳解秘譜匯宗 何欣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012 楊氏太極拳用法 楊振鐸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展



9789863461029 楊氏太極拳103式 楊振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036 楊氏太極拳表演比賽套路49式 楊振鐸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403 梵網經菩薩戒正說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700 六祖壇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724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9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6748 梵網經菩薩戒正說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56755 皇帝與和尚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880 請你幫鱷魚畫一支牙刷!100項你從來沒想過能「畫」出來的東西莎莉.金博格(Sally Kindberg)著; 丁安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309 瘋狂樹屋52層: 潛入蔬菜王國大冒險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ths)著;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廖綉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316 哥白尼的聖物. I, 禁忌之石 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354 亨利的科學時光機 菲利普.阿道夫(Philip Ardagh)著; 麥可.高登(Mike Gordon)繪; 陳雅雲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2696 自製養生豆漿大全 李寧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180 健康JUICY百分百: 對症養生蔬果汁 李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241 老方精粹: 大國醫50年妙手配藥的回春智慧 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61 零的溝通 孫大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678 「好朋友」的大小事: 吳大真教授給你健康美麗一生的智慧吳大真, 由加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麥田



9789865719685 招財進寶財神到 沈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08 別讓人一眼看穿你: 讀心與藏心的攻防智慧 Fletcher Bo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15 食在好健康: 營養師的私房挑食筆記 張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683 大陳人在臺灣: 大陳遷臺六十周年紀念特刊 大陳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322 爽玩日本: 跟著Eric別在說出國沒錢沒時間 李昂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3067 我不是耶穌的粉絲: 你是在崇拜偶像,還是在追尋信仰?凱爾.艾德曼(Kyle Idleman)著; 童貴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74 誰說人類不理性?: 基因比我們想得更聰明 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T. Kenrick), 維達斯.葛里斯克維西斯(Vladas Griskevicius)合著; 魏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81 惡俗: 美國社會偽裝優雅的種種愚蠢 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著; 何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98 當下的力量占卜 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周群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23104 為什麼好人也會幹壞事?: 我們不願面對的隱性偏見瑪札琳.貝納基(Mahzarin R. Banaji), 安東尼.格林華德(Anthony G. Greenwald)合著; 葛櫻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11 不懂這些,你別想管好團隊 理查.羅賓遜(Richard Robinson)著; 傅婧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28 那一天,我放手愛自己: 從墮落辣妹到靈性小天后的生命翻轉奇蹟嘉柏麗.伯恩斯坦(Gabrielle Bernstein)著; 周群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35 生命、學習、愛: 守護天使教我們十三堂愛的必修課羅娜.拜恩(Lorna Byrne)著; 田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42 人體解剖著色手冊: 邊看邊學,為知識上色,更有趣、更輕鬆、更好記維恩.凱彼特(Wynn Kapit), 勞倫斯.埃爾森(Lawrence M. Elson)合著; 蔡承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42 人體解剖著色手冊: 邊看邊學,為知識上色,更有趣、更輕鬆、更好記維恩.凱彼特(Wynn Kapit), 勞倫斯.埃爾森(Lawrence M. Elson)合著; 蔡承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59 我與我的守護天使: 愛爾蘭天使夫人的生命視界羅娜.拜恩(Lorna Byrne)著; 達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陳遷臺紀念委員會



9789865623166 美國這樣走來: 從獨立建國到中美關係 資中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73 當神說,可以陪我聊聊嗎? 漢斯.萊斯(Hans Rath)著; 張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80 量子觸療2.0: 解放你超乎想像的療癒能力 理查.葛登(Richard Gordon)克里斯 杜菲爾德(Chris Duffield), 薇琪 衛豪斯特(Vickie Wickhorst)著; 林時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197 認真,就輸了: 瘋癲也好,嘻哈也好,來上8堂自由自在的開心課費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03 愛是正能量,不練習 ,會消失!: 愛到底是什麼?為何產生?怎樣練習?如何持續?芭芭比.佛列德里克森(Barbara L. Fredrickson)著; 蕭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10 數位分心症候群: 截斷干擾,找回專注的力量 法蘭西絲.布思(Frances Booth)著; 張佳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34 中觀: 解讀龍樹菩薩<>27道題 桂紹隆(Shoryu Katsura), 馬克.西德里茨(Mark Siderits)合著; 方怡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58 告別娑婆. 3, 愛不曾遺忘任何人 葛瑞.雷納(Gary R. Renard)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65 跟著白色的兔子走,到哲學的世界裡去: 你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存在?菲利普.希伯爾(Philip Hubl)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65 跟著白色的兔子走,到哲學的世界裡去: 你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存在?菲利普.希伯爾(Philip Hubl)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72 當下說不的力量: 先學會說NO,才可能真心說YES!勇敢說「不」,實踐生命中最正面的一個字!詹姆斯.阿圖徹(James Altucher), 克勞迪婭.阿祖拉.阿圖徹(Claudia Azula Altucher)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89 經絡拍打基本法: 怎麼拍?拍哪裡?為什麼? 凡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296 靈性伴侶關係: 不是普通朋友,也不是靈魂伴侶,適用於所有關係的療癒新起點蓋瑞.祖卡夫(Gary Zukay)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02 天堂沒有不快樂的毛小孩: 55個真實故事,回覆你最牽掛的16個問題桑妮亞.費茲派崔克(Sonya Fitzpatrick)著; 詹采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19 哈達瑜伽: 練什麼?為何要練?怎麼練?瑜伽大師斯瓦米韋達告訴你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26 頭薦骨療法: 頭薦骨放鬆了,身體就能回到健康的初始設定丹尼爾.阿古斯托尼(Daniel Agustoni)著; 張佳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40 口碑就是我 克里斯.科米薩耶夫斯基(Chris Komisarjevsky)作; 徐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57 當下的教養: 找回你的自我覺察,就能教養健康小孩蘇珊.史帝佛曼(Susan Stiffelman)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64 互聯網巨變下,行銷不變的10句話 陳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395 人本食氣: 重返人類最適飲食及無病生活 希爾頓.赫特瑪(Hilton Hotema)著; 白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584 股票作手回憶錄 埃德溫.勒菲弗著; 李奧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591 羅生門: 闇黑人性的極致書寫,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芥川龍之介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607 漫畫股市之神: 是川銀藏波瀾萬丈的一生 是川銀藏原著; 伊東誠改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7614 惡的出世學 中川右介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1

大牌



9789865797621 華爾街之狼從良記: 一個價值投資者的旅程 蓋伊.斯皮爾著;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638 小說燈籠 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689 陳永欽: 版畫專輯 陳永欽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42074 英文(銀行) 德芬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3101 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3651 工業安全管理 劉永宏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3941 電子學(含概要、大意) 陳震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3965 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4054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財政學(含概要)(關務特考)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4603 英文頻出題庫 凱旋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61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海巡特考版)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658 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466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4771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實戰秘笈 鄭祥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4894 司法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 賴農惟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924 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關務特考) 賴農惟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4948 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海巡特考) 賴農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044 網頁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超級詳解 黃鴻錡, 胡浩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068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賦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112 海巡法規(含概要) 關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華科大圖書館



9789863745143 預官實戰焦點合輯+模擬考+歷年試題及解析(含國文、英文、憲法與立國精神、計算機概論、智力測驗)預官編輯小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5167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五, 104年度 伍湘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174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四.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吳姍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204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含概要)精析 陳正祥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228 海巡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與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266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273 行政法(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280 行政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林志忠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297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海巡特考) 溫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303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公共政策 陳俊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310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溫陽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327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334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審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341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358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5365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四104年度 歐昌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372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九. 104年度 陳培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389 社會學(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陳月娥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402 一次考上銀行. 2016: 銀行專業科題庫. 三, 超級無敵詳解歐欣亞, 亭宣, 成在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419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法(含概要) 成在天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426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433 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含精編試題). 104年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440 主題式電工原理精選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5457 一次考上銀行. 2016: 銀行共同科題庫(104年度國文+英文)超級無敵詳解紫彤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464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亭宣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471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政府會計(含概要) 三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488 稅務法規(含概要)頻出題庫 黃素慧, 劉吉荏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495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五,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藝術概論)潘雲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501 國文(含作文、測驗)(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518 國文(作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5525 圖解最省力的榜首讀書法: 雙榜首讀書秘訣無私大公開賴小節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532 會計學(農會考試) 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3740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三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6239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看這本就夠了 盧金德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158738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1398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包括移民人權) 翊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404 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合輯 洪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1961 火災學系統整理(含歷年試題精析) 夏鵬翔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549 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5556 租稅申報實務(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朱妍蓁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57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學術科經典試題總彙黃金銀, 王森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58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594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600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5617 一次考上銀行 國文 李宜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624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丙級技能檢定學科分類題庫蔡賢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631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曾禹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648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方君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655 企業管理(含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662 國文: 測驗滿分要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686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外勤) 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693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規(內勤) 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709 郵政英文勝經 劉似蓉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5716 簡易英文 歐森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5723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含概要) 張瀚騰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730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秘笈蔡賢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5747 超級犯規!郵政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5754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761 犯罪偵查 劉偉祥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5778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技能檢定術科考試分類實作秘笈李秋燕, 羅鈺閔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785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792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括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陳忠孝, 江秀敏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5808 勝出!簡易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王志懿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815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德芬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839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陳忠孝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5860 警察勤務(含概要) 張志森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3497 往-來: 林學明抽象繪畫的時間觀與空間感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3497 往-來: 林學明抽象繪畫的時間觀與空間感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920 用整合翻轉通識: 整合型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參考手冊翟本瑞等著; 宋秀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6034 忘記親一下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249 旅跑 歐陽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55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3

大象藝術空間



9789862136379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36362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二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136423 生命之書 黛博拉.哈克妮斯(Deborah Harkness)著; 張定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54 化學花園. 2, 天使之血 蘿倫.戴斯特法諾(Lauren Destefano)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61 時代迴音 大塊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478 樂進未來 大塊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36614 交換日記. 18 張妙如, 徐玫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21 禪宗解密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38 心經解密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45 菜根譚解密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52 莊子解密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69 把成功變成習慣: 全球頂尖名校教授執教50年提出的10項人生忠告博納德.羅斯(Bernard Roth)著; 譚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76 努爾哈赤 林佩芬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6683 安靜的時間 徐至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690 履歷表 幾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6713 六根藍色魔弦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 吳品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20 白虎之咒. 前傳, 王子的婚約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37 敵國壓境: 提靈女王. 2 艾瑞卡.喬翰森(Erika Johansen)著; 鄧嘉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44 您的肩膀,50歲了嗎 詹瑞棋, 王嘉琪, 李思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51 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 凌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68 論語解密 蔡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75 我的世界都是你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782 我的世界都是你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6799 中國哲學經典解密系列 蔡志忠編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6805 SOS,3C成癮怎麼辦 葉啟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12 機器人即將搶走你的工作: 影響全球數十億人的7大自動化技術發展,如何面對失業的困境與可能的解方費德里科.皮斯托諾(Federico Pistono)著; 李芳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29 俗女養成記 江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36 我和殺人魔相處的那一年: 精神科醫師與真實世界的人魔面對面,教人大開眼界的黑暗實錄史蒂芬.席格(Stephen Seager)著; 張家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43 中醫護好心: 護心不能等!掌握疾病先兆,跟著經絡走就對了!沈邑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50 這樣生活少疲勞、慢衰老 佟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874 遺傳密碼: 我們不是被動的基因繼承者,童年創傷、飲食及生活習慣的改變,都能改變基因體的表現薛朗.莫艾倫(Sharon Moalem)著; 陳志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5558 楊公登穴斷秘傳 耿鉦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110 艾拉的耶誕大冒險 簡銘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0856 大家的日本語. 中級Ⅳ スリ一エ一ネットワ一ク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0917 佐藤春夫研究 黃美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10924 佐藤春夫研究(日文版) 黃美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10979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 I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0986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 II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0993 安倍政権下における日本の再生戦略: 施政方針としての「日本を、取り戻す」を中心に蔡錫勳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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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211020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A4)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211037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A4)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4

久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凡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828 道德經標點本 陳榮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4795 沒時間煮?食譜女王唐娜海: 240道簡單、新鮮又快速的料理+甜點,再忙也能輕鬆煮!唐娜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103 馬卡龍聖經 皮耶.艾曼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3110 果醬女王克莉絲汀.法珀的果醬聖經 克莉絲汀.法珀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3127 麵包科學終極版 竹谷光司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4668 民國權貴的私密檔案 鄭會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897 木盒記 賈彥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03 大明王朝家裡事兒 胡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10 冰與火的國度: ICELAND Wallace Wo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34927 歷代皇朝風雲實錄. 5, 朋黨爭鬥 蔣重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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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63630 好奇孩子的生活大發現: 你知道每天用的、吃的、穿的......是怎麼來的嗎?艾德倫.華森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715 粉紅豬小妹: 過夜派對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722 粉紅豬小妹: 小小生物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旗

三達德



9789865863739 粉紅豬小妹: 喬治感冒了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746 粉紅豬小妹: 自然步道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753 粉紅豬小妹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63807 經典圖像小說: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lsakawa Megumi漫畫; 陳姿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814 正義使者: 奇幻超人之卷 宮西達也作;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821 一輛名叫大漢的推土機 蓋文.畢雪普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838 加法超人與算數星人 宮西達也作;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845 校園魔術師: 超強魔術輕鬆學 馬奇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3852 嗯哼嗯哼菇菇繪本: 海底大揭祕 河合真吾原案; 關千里文; 加西亞=智子圖; 鄧吉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869 公主才藝班 信實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876 小熊威力: 小熊威力的天空漫遊記 安石榴文; 吳奕萱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550 多桑 吳念真原著; 李鴻欽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567 島嶼禮物: 臺灣紐西蘭圖像小說創作合集 小莊等著; 沈慶瑜, 郝濰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581 最強天后 蚩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2548 玩一夏購有趣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圖文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55 秋天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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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臺灣旅遊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賣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辣



9789868811942 呱呱 黃麟傑故事; 陳雯馨插畫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377 打造你的成功筆記: 從每天給自己一句話，看一則故事開始植西聰著; 邱惠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18047 為什麼高明的人都用表格管理?: 活用9張表格與製作術,工作減少40%大西農夫明著; 郭乃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18078 本田、三星的一流人才訓練 佐藤登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9218085 孫正義教我的A4工作法: 互聯網之王的28個成功法則三木雄信著; 林以庭譯 平裝 1

9789869218092 哈佛、MBA最熱門的行銷課: 用3個問題,99%的產品都賣得掉理央周著; 蔡容寧譯 平裝 1

9789869252102 期貨小哥教你看懂6張圖,兩個月獲利40% 林晃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2119 麥肯錫的金錢管理法: 百分之百讓你存1000萬的聰明技巧濱口和也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252126 上台有魅力的說話邏輯 美濃部達宏著; 張秀慧譯 平裝 1

9789869252126 上台有魅力的說話邏輯 美濃部達宏著; 張秀慧譯 平裝 1

9789869252133 一點點斥責的口氣,教出榜首小孩 西角慶子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252140 麥肯錫&史丹佛行銷筆記 大樂文化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9252157 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上這堂故事行銷學: 5大法則,讓你的商品99%都賣掉川上徹也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252164 第一次領薪水就該懂的理財方法. 2: 儲蓄、買房、股票、基金一本搞定!山崎元著; 呂理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2171 外商教你簡報.文案的技術: 3分鐘就能說服對方,效果提升75%馬克.麥尼卡(Mark Magnacca)著; 廖文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52195 MBA.企業顧問教你這1堂人資課: 活用9種考核評比武器,讓好人才留下來!平康慶浩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5374 星空動物園 山鷹作; 黃郁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480 人體工廠 丹.格林文; 艾德蒙.戴維斯圖; 譚詠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19 你和我 蘇珊.維爾德文; 彼得.雷諾茲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626 小紅和小綠 潘人木文;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魯文化



9789862115664 大象在哪裡? 巴胡文.圖; 林亭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701 海星在哪裡? 巴胡文; 林亭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749 跟屁蟲 宮西達也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763 猜謎小房子 石津千尋文; 高林麻里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770 跟著動物消防員過一天 雪倫.任塔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00 哪邊比較重? 秋山匡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17 天空小熊 加藤真治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24 髒兮兮國王 嚴凱信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31 小柚子長大了! 雷夢娜.巴德蘇文; 班傑明.蕭圖; 陳秋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48 我們大不同 tupera tupera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62 黑鳥湖畔的女巫 伊莉莎白.喬治.斯匹爾(Elizabeth George Speare)原著; 趙永芬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879 說一百次我愛你 村上詩子文; 大島妙子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86 蝴蝶結 曹俊彥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893 奇奇鎮的怪事 張如鈞作; 姬炤華, 徐萃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5909 作文裡的奇案 伊夫.格勒維(Yves Grevet)原著; 李月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5916 加拉巴哥群島尋秘記 唐炘炘文; 楊恩生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923 我不要跟你玩了! 黃郁欽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930 小修與沃特: 美味大探險 工藤紀子作.繪;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947 到烏龜國去 劉旭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954 冒氣的元寶 潘人木文; 曹俊彥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961 想不到的妖怪鎮 周姚萍文; 楊麗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5978 希望牧場 森繪都文; 吉田尚令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4339 永遠的狄家 奈特莉.芭比特(Natalie Babbitt)原著; 趙永芬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4995 我有兩個家 瑪莉安.德.史梅特文; 妮可.塔斯瑪圖; 鄭如瑤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5022 寶寶的第一套蔬菜水果認知書 三枝三七子文.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6036 一開始是一個蘋果 伊東寬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043 小蛇散步 伊東寬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7188625 多多社長: 告訴你一個愛森林的故事 藤真知子文; 木場葉子圖; 周姚萍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731 動物眼中的世界 紀堯姆.杜帕文.圖; 孫正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793 跌倒了,沒關係 陶德.帕爾文圖; 張杏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809 12個人的一天 杉田比呂美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816 雲朵一樣的八哥 白冰文; 郁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823 樹真好 珍妮絲.梅.尤德里文; 馬克.西蒙圖; 劉小如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323 買對時機,賣對點 短線王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6968 人才管理大戰略：決定企業長期強盛或短暫成功的關鍵經營技術鄭晉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23 犯錯的價值: 別只想找「做對模式」,記得存下「失誤紅利」!凱薩琳.舒茲(Kathryn Schulz)著;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54 母女不易碎: 寫給天下媽媽vs.女兒的不傷心關係學黛伯拉.泰南(Deborah Tannen)著; 張玄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61 米其林主廚的海鮮全事典: 從選材到上菜零失誤的149道經典魚料理保證班班.波林傑(Ben Pollinger)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78 為博雅教育辯護: 當人文課熄燈，大學正讓青年世代失去遠大未來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392 客評經濟力: 購買者評論&開箱文票房下的市場「電商化」遊戲規則比爾.譚瑟(Bill Tancer)著; 黃書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08 管理的減法: 六個簡單規則找回管理該做的事！伊夫.莫里那(Yves Morieux), 彼得.托曼(Peter Tollman)合著; 周群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15 韌性：絕境逆襲者的心智戰書 大衛.費德曼(David B. Feldman), 李.丹尼爾.克拉維茨(Lee Daniel Kravetz)合著; 游卉婷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030 心血管健康的秘密捷徑=糖萼+海藻多醣體: 心血管健康的第一道防線-糖萼 心血管健康的捷徑-海藻多醣體美國安納寶Enable Health, LLC研究團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402 山不轉,我轉!花媽翻轉亞斯的厚帽子 卓惠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19 拯救達文西的設計圖 安內特.諾伊鮑爾(Annette Neubaue)著; 希爾維雅．克里斯多夫(Silvia Christoph)繪; 陳永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26 拯救伽利略的性命 貝琳達(Bellinda)著; 烏特.西蒙(Ute Simon)繪; 吳厤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33 育兒顧問到你家: 與孩子和好的幸福 趙崇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440 科學的起點: 「漫」遊科學系列. 1 鄭慧溶著; 辛泳希繪; 鄭家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5840 如果大象上學去 艾倫.費雪(Ellen Fischer)文; 蘿拉.伍德(Laura Wood)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64 老奶奶與她的湯匙 神沢利子作; 富山妙子繪; 永井詩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71 為什麼會打雷?: 小雷神傳說 加古里子作;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888 年獸 朱慧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01 掛太陽 白冰作; 李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25918 不一樣沒關係,我們還是好朋友 克萊.莫頓(Clay Morton), 蓋爾.莫頓(Gail Morton)作; 亞莉克絲.瑪莉(Alex Merry)繪; 吳宓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497 智慧的羽翼: 正法眼的短評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510 彩虹山莊飄雪: 生氣盎然的小品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穎文化

上鋐書庫



9789865859527 剪一襲夢的衣裳: 散文與詩的美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534 三摩地玄機: 靜坐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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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398 有氧快走,血管變強壯: 超過25萬人見證奇蹟,用強健腰肌的有氧快走讓血管變健康!改善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效果驚人木津直昭, 稻島司著; 林佳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04 營養師&糖尿病醫師的降血糖食譜大全: 歐.美.日糖尿病協會一致推崇!不算GI值、餐餐吃得飽,史上最簡單的123飲食法,效果驚人!今井佐惠子著;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11 再胖也有救!腹凹走路瘦肚法: 減重名醫親自示範3個月腰圍減17cm,找回自信與健康,慢性病不纏身川村昌嗣著;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28 揉揉小腹の驚人自癒奇蹟: 90%以上的疾病,都源自於腹部不健康,推掉老廢物,症狀即刻改善永井峻著;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35 情緒療癒芳香療法聖經: 用心理測驗了解你的潛意識和人格特質,搭配176種精油配方給你最完整的情緒對策色映美穗著; 徐詠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42 低甜味酵素的自癒奇蹟: 教你最正確、不失敗的手工釀造法金時漢著; 陳詠宸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59 寶寶專用天然手工皂&保養品大全: 0-7歲嬰幼兒肌膚(含敏感型)的全方位保養配方安美賢著; 張珮婕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66 英國IFA芳香療法聖經: IFA前主席Joanna Hoare傳授成為芳療師的最完整芳療課程喬安娜.霍爾(Joanna Hoare)著; 鄭百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73 椰子油飲食減肥法: 每天3匙打造燒油體質,不運動也能打破減肥停滯期,輕鬆瘦下來!白澤卓二, 檢見崎聰美著;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80 百萬媽咪都想學的寶寶按摩聖經: 解決0-4歲20種不適&行為症狀,促進身體、大腦發展、穩定情緒,讓寶寶更好帶!山口創, 山口彩子著;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497 寵物疾病椰子油療法: 幫寵物找回自癒力,遠離病痛不生病!布魯斯.菲佛(Bruce Fife)著;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03 糖尿病的救星!椰子油食療法: 徹底擺脫胰島素製劑和藥物,輕鬆控制好血糖!白澤卓二著;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3625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13687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13694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13755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13762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913816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樹林



9789865913823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913946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743024 寒武皇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743130 冥府之眼. vol.3, 記憶中的玫瑰香氣 藍砂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178 神出鬼歿社 慕恩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43215 冥府之眼. vol.4, 戰場盛開的花 藍砂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239 異能殺手. vol.1, 十三之名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352 烈印師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43444 烈印師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3369 異能殺手. vol.2, 巨星殺手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383 異靈案外錄. vol.1, 女演員之死 祝融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420 絕色笑品之桃色腥聞大爆料 韋微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437 神出鬼歿社 慕恩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43451 異能殺手. vol.3, dream&fantasy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482 異靈案外錄. vol.2, 紅線 祝融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505 異能殺手. vol.4, 戮芒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512 異靈案外錄. vol.3, 傀影戲 祝融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598 異能殺手. vol.5, 自由的真諦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703 烈印師 宴平樂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743611 異能殺手. vol.6, 靈魂歸屬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710 異能殺手. vol.7, 被遺忘的時光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765 靈魂禁區1+2 八爪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772 異能殺手1+2 玦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3796 爆笑大合輯3+4 郝笑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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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送存冊數共計：30

上優文化



9789866479441 中式點心家庭味 杜佳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472 西餐烹調決勝精典(丙) 上優編輯小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19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15 張清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26 中餐烹調決勝精典(乙) 上優編輯小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33 醬料400招: 172道獨門醬料X228道美味料理 潘宏基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40 麵包機的私房料理: 烤燉烘一鍵搞定120道料理 杜佳穎, 林亦珺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64 就是無添加健康烘焙 林宥君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71 中式米食丙級決勝精典 林宥君, 蔡佳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588 百變點心魅力無限 何國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01 呂老師的甜點日記 呂昇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18 原麥森林 邱弘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25 中餐丙檢決勝秘笈 上優編輯小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32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16 張清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49 中餐烹調決勝精典(丙) 楊泰全, 林峟偉, 郭秀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70 跟著溫師傅食在安心: 24節氣輕鬆補元氣 溫國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87 麵包食事 胡志宗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694 百變鬆餅機料理 周景堯, 郭品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700 七脈輪行業明日之星星象分析 張芳瑜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479724 呂老師的甜點日記 呂昇達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6854 龍舟科學化訓練技術報告書: 以2014ADBF亞洲龍舟錦標賽為例劉德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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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上鎰數位科技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藝文化



9789867308528 曠世鉅藏 郭無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788499 曠世鉅藏 郭無妄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788499 曠世鉅藏 郭無妄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88695 比人生更真實的是電影呀! 彭懷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01 親愛的荷小姐: 婦產荷爾蒙專家王馨世陪你安度青春期、育齡期、更年期王馨世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18 關於長大,我比你還晚懂的那些事: 給兒子的10個人生關鍵對話提姆.郝克斯(Tim Hawkes)作; 賴皇伶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725 脊椎自癒: 唐幼馨用瑜伽提斯解你身體說不出的痛唐幼馨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0388749 法國女人吃美食享瘦的5/2健康輕斷食 戴爾芬.德.蒙達里耶(Delphine De Montalier), 夏洛特.德柏尼(Charlotte Debeugny)作; 殷麗君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19960 在愛裡活著 黃淑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62 找回臺灣經濟正義與活力 朱敬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179 美元,不得已的避險天堂 艾斯瓦.普拉薩德(Eswar S. Prasad)著; 羅耀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292 別自個兒用餐: 製造機緣、串連社群，把路人變貴人的33個人脈法則啟斯.法拉利(Keith Ferrazzi), 塔爾.拉茲(Tahl Raz)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377 參與感行銷時代: 口碑傳播X產品研發X自媒體,小米狂賣8000萬支手機的秘密黎萬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384 讓95%的顧客主動推薦你: 社群時代銷售之神不敗的21.5則定律傑佛瑞.基特瑪(Jeffrey Gitomer)作; 莊安祺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391 勇不放棄: 唐獎得主的故事 許芳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605 價值主張年代: 用設計思考,挖掘顧客迫切的需求才是獲利的核心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Alexander Osterwalder)等著; 季晶晶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612 洞悉人性,發揮真正影響力: 打動人心四步驟 馬克.葛斯登(Mark Goulston), 約翰.烏爾曼(John Ullmen)著; 林麗冠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667 改變,可以無所畏: 10個跨越恐懼、掌握機會的人生信念理查.吉維(Richard Gerver)著; 顧淑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698 宝彩有菜 早起的體操: 目、耳、歯、足腰、內臟を鍛えて健康になる 宝彩有菜の朝起き体操宝彩有菜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11 慢慢來人生就會不一樣 小林弘幸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下雜誌



9789863980728 超速變革: 甩開競爭,有效聚焦新機會的行動方略約翰.科特(John P. Kotter)著; 陳冠甫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73 從此幸福快樂的愛情真相: 3個願望找到對的那個人泰.田代(Ty Tashiro)著; 顏和正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80 真食育: 主婦聯盟媽媽們的14堂食物教養課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03 真的好神奇!乾布摩擦體操 和田清香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27 簡單,但不容易: 明茲柏格談管理的本質 亨利.明茲柏格(Henry Mintzberg)著;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34 賽局意識: 看清情勢,先一步發掘機會點的終極思考大衛.麥克亞當斯(David McAdams)著; 朱道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41 簡報Show And Tell: 講故事秀圖片,輕鬆說服全世界丹.羅姆(Dan Roam)著; 林麗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759 達賴生死書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英文編譯; 丁乃竺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0766 達賴喇嘛教你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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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0858 開心: 達賴喇嘛的快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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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0865 真愛無限 達賴喇嘛著; 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英文編譯; 莊媖婷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0889 5年營收2倍成長: 這樣的經營計劃如何做? 小山昇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896 轉個彎,就是幸福 游乾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19 讓對方得利,自己更開心的雙贏談判術: MIT+哈佛40年資深教練教你贏得比對手更多勞倫斯.蘇斯金(Lawrence Susskind)著; 陳信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26 樹,教會我的那些事: 樹學 郭惠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57 永夜.不黑: 邊緣歐洲 萬里浪遊 尹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64 正是時候讀莊子: 莊子的姿勢、意識與感情 蔡璧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71 佳代的廚房 原宏一著; 林佳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88 被賞識的技術: 讓贊助人看見你,加薪、升遷一路暢通的成功七步驟席薇雅.安.惠勒(Sylvia Ann Hewlett)著; 廖容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0995 小公司 大品牌: 不花成本、打造獨特、擺脫賤賣的終極品牌策略村尾隆介著; 方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15 為什麼的力量: 找出獨特價值承諾的提問思考術理查.懷爾門(C. Richard Weylman)著; 施婉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39 別輕忽打鼾 黃雪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46 從此上班不委屈: 15招搞定主管,別讓自己不開心史帝夫.阿納森(Steve Arneson)著; 陳冠甫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53 麥肯錫的筆記術: 頂尖顧問的思考.書寫技巧 大嶋祥譽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60 打造身體一生不積毒的方法: 九成的疾病「可以靠它來預防!」岡本裕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077 林獻堂環球遊記 林獻堂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1091 激發員工潛力的薩提爾教練模式: 學會了,你的部屬就會自己找答案!陳茂雄, 林文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07 用併購讓經營更卓越: 就算爬窗也要聽的熱門課杜英宗著; 顏和正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14 專業經理人要做的只有1件事 高木晴夫著; 高紘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21 mini-CEX翻轉醫師培訓的傳奇 陳偉德, 吳嵩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38 打造身體一生不動怒的方法: 如何整頓自律神經,消除焦慮?小林弘幸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52 瞬時競爭策略: 快經濟時代的新常態 莉塔.岡瑟.麥奎斯(Rita Gunther McGrath)著; 洪慧芳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1176 聖母媽媽到萬金 林保寶文.攝影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90 臺南洋行時光款款行: 老字號、老味道、老巷弄、老手藝、老房子 五感新體驗李佳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06 快速學會成功人士必備的2大能力: 操縱力和夢想力知的習慣探求舎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13 要美也要長壽: 如何做到不失智、不病倒、不發胖白澤卓二著; 嚴可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37 3大法則讓沉默變銷售神器: 溝通是減法、不要加法石田健一著;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51 重新想像你的世界 阿里研究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268 成功的要義 稻盛和夫著; 葉小燕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1299 失智症的94個重點: 失智症照護全書 小川陽子著; 許懷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36 態度講堂: 翻轉你職場人生的100則態度小品 許書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50 人間角落 奚淞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67 失意角落 林保寶文.攝影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74 誠食: 每一天,更安心的選擇 陳慧婷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4746 送到家門口的經營學: 宅急便之父小倉昌男「服務先於利益」的經營DNA小倉昌男著;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838 韓語實用文法大全 外研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845 從福星小子到火影忍者,經典暢銷的祕密: 日本動畫黃金推手35年成功傳奇布川郁司著; 張曉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852 What's up之後說什麼?: 學熱門關鍵字,和老外聊時事EZ叢書館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869 歡迎光臨,臺灣!: 日語導覽案內人的完璧攻略 EZJapan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4876 3天搞懂中國投資: 搭乘「貨幣直航」,直掏13億人腰包,錢滾錢,賺最快!梁亦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84883 行旅,在深邃亞細亞: 穿越國境,一萬五千公里的孤獨歸旅鐘偉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890 用手帳偷看日本人的一年: 翻開生活日語 本間岐理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日月文化



9789862484906 樂遊北海道: 札幌.小樽.函館.富良野 鄭泰官, 閔寶英, 朴瑢埈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13 3天搞懂權證買賣: 1000元就能投資,獲利最多15倍,存款簿多一個0!梁亦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20 找回單純快樂的自己: 向孩子學幸福 汀娜.舒茲(Tina Schutze)著; 林琬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37 0-5歲關鍵期,培育天才腦30法則: 醫學博士教你從受孕開始養出健康、活力資優兒日比野佐和子著; 劉愛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4944 好味限定!日本美食特派員的口袋伴手禮: 甜點X吉祥物X特色土產,最萌日本飲食文化巡禮!山口美和著; 曾哆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51 英文字彙解密: 人格、職業、科學與行為字源及衍生字完全記憶法Norman Lewis作;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68 人生這條跑道上,休息一下又不會死! 鄭態鉉作; 陳怡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4982 不吃碗豆的公主 凱瑞兒.哈特(Carl Hart)著; 莎拉.沃布頓(Sarah Warburton)繪; 呂玉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002 50位當代名人與他們的那些小東西 詹姆士格列佛漢考克作; EZ TALK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19 跟著NASA學創新: 太空總署教你解決企業最棘手難題17堂必修課羅德.派爾(Rod Pyle)著; 蔡耀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26 一本漫畫搞定經濟學: 史上最重要8位經濟學家穿越時空開講趙允慧, 趙胤衡著; 阿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33 臺南巷弄日和: 老屋、市集、迷人小店,踏訪古城文創&舊時光陳婷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57 祕密東京: 一手掌握1000日圓就能享受的東京風格之旅鄭起範, 金漢娜著; 鄭瑾又, 陳曉菁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71 國家偷走我的錢: 貨幣制度是障眼法,揭露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真相菲利浦.巴古斯(Philipp Bagus), 安德烈亞斯.馬夸特(Andreas Marquat)著; 林琬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088 巧克力雪人融化了! 真珠真理子文.繪; 三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095 不要對前青春期男孩說的45句話: 陪兒子走過反抗期,課業、脾氣、人際關係輕鬆搞定小屋野惠著; Natsumi Che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01 英文字彙解密: 語言、事件與個人特質字源及衍生字完全記憶法Norman Lewis作;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18 韓語40音速成班 趙叡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132 食饗: 探尋法x中x日新世界三大料理美學 神山典士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49 一個人的日本鐵道旅行: 海岸X農町X遺址,55條忘卻時光的獨旅路線大野雅人著; 哲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56 貓奴,今天去哪兒?: 慢行臺北貓村落X26間療癒咖啡館&雜貨小舖李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63 以愛告別: 母親教我的30個人生課題 史考特.西蒙(Scott Simon)著; 劉盈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170 哈佛X慶應超強邏輯談判學: 3原理X5步驟,職場、商場、一生受益的交涉技巧田村次朗著; 林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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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日日幸福事業



9789869126472 MASAの不失敗完美比例便當菜特集 MA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6496 10大職人親授101道日式家常菜 中華日式料裡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05 麵包機新手的第二本書 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12 蔣偉文幸福全家餐 蔣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36 最愛燜燒鍋: 一鍋到底一鍋搞定60道暖心料理 加賀美智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43 廚房必備！萬用調味醬油大百科 黃雅惠文字; 溫國智, 黃經典食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850 風靡全球,英國奶奶最愛的100道經典手工甜點: 美女主廚英式甜點不外傳私密配方,1800張照片完全圖解冉庭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718 哲學之道農莊 生態攝影集 陳志毓作; 黃天成攝影; 黃燕同詩詞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3136 京都獨立咖啡館散步手帖(67家): 新舊之間,慢活京都川口葉子著; 黃友玫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3198 流浪的毛小孩,帕古 金澤麻由子著; 陳系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44421 裝作沒看到 梅田俊作, 梅田佳子作.繪;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21 裝作沒看到 梅田俊作, 梅田佳子作.繪;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45 恍然大悟365個簡單哲理: 經典名言一點通,每天讀一句,懂了自己、工作與人生的眉角守屋洋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52 死心眼的個性 岸本佐知子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69 宋詞真滋味: 緩步微吟,勾起四十幅心底深處的和煦光景。琹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76 嗯嗯,這就是工作的醍醐味啊! 三浦紫苑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483 韓國味道 散步手帖: 挑動韓國人味蕾的傳統國民飲食33味,邂逅真正的韓食文化平松洋子作;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日月潭頭社文史采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0825 陳新雄教授哀思錄 陳新雄教授哀思錄編輯委員會編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447 羅福萇生平及其學術述論 王旭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775 一隻菜鳥的學佛初認識: 讀<>和<>心得報告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05 窗外的風景 台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12 歲月星語 台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29 為播詩種與莊雲惠詩作初探: 暨莊老師的詩種花園詩友會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36 童詩的遊戲 林錫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43 世界洪門歷史文化協會論壇: 澳門洪門2015記實陳福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50 雙溪瑣語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67 早期藍星詩史 劉正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867 早期藍星詩史 劉正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007 天主教士林耶穌君王堂60週年堂慶特刊. 1955-2015: 主說:我稱你們為朋友于鴻禎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727 輔仁大學大傳畢展特刊. 2016 方新儀等作 平裝 2

9789866197772 印度換速: NAMASTE 朱芳毅, 林宜瑩, 張妤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916 儆醒!獻身生活年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大傳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天主教士林耶穌君王堂



9789869202923 慈悲特殊禧年手冊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02930 主耶穌,寬仁的審判者: 論天主教法典宣佈婚姻無效訴訟法定程序的革新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9187 巴哈花精階段學習手冊 茱蒂.霍華(Judy Howard)著; 柯智美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199194 女性的巴哈花精 茱蒂.霍華(Judy Ramsell Howard)著; 柯智美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285 國家情報工作法: 條文說明與國內外案例分析 顏志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292 公共安全與情報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朱蓓蕾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308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臺日菲海域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第22屆劉春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308 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臺日菲海域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第22屆劉春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7315 外事警察學 劉進福, 吳修閤著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792 鍛鍊你的生存體力: 體能新貧族最需要的運動懶人包體能學研究會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5310 病媒防治技術人員手冊 William H. Robin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5327 您家有臭蟲嗎?這是一本幫助您辨識臭蟲危害的指南Stephen L. Doggett作; 中西化學出版社編輯部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西化學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永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警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917 重校標音聲律啟蒙讀本 車萬育甫著; 謝何美雪重校標音 平裝 全套 1

9789868679917 重校標音聲律啟蒙讀本 車萬育甫著; 謝何美雪重校標音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7170 中共重要人事評析專輯. 2015年 專輯編委會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579907187 中共「十三五」規劃評析專輯 專輯編委會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81714 新基本電學奪分寶典 王金松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81721 新基本電學奪分寶典 王金松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3374 餐旅概論 呂永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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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2890 中藥分子鑒定操作指南 黃璐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化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共研究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301 外から見た日本: 島國民族 陳信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1301 外から見た日本: 島國民族 陳信夫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9094 日本三代名醫的肩頸自療法: 每天一分鐘,頸椎立刻通,百病預防不近身竹谷內康修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27 信任的勇氣: 找回自信,避免人際傷害的情緒哲學Robert Solomon, Fernando Flores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34 人性商機解密: 全球頂級55實戰個案,快速模仿上手,掌握「預知未來」的行銷新技術ITリサーチ研究所著; 王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41 成功模式的失靈與復活: 成功有賞味期,無法複製模仿,勇敢出手與快速修正是企業常勝關鍵菅野寬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58 召喚宇宙能量の幸運整理術: 掃除貧酸舊物,暢通風水氣場,打開正能量開關,讓健康與富裕自動找上門日下由紀惠著; 王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380 于恬的西班牙專屬秘境 于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38397 118種幫助幼兒成長的媽媽創意五感遊戲 金姝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02 漫遊趣: 浪漫的水鄉古鎮杭州 小麥咖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19 地中海公路日記 于恬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0822 色鉛筆畫花花世界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839 小公主的煩惱心情記事 詩詩原創漫畫; 林樂樂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853 我會畫甜美風小洋裝 林芳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860 桃樂比的許願魔鏡 倪雪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心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言文化



9789865910877 彩色原子筆創意畫 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910884 莫羅城堡的祕密. 4, 艾爾凡的祕密實驗室 Story Effect漫畫編劇; 異正泰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891 不一樣的小王子 蕭珮作; 黃正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07 星座.血型.生肖魔法配對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14 可不可以不回家? 何奇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21 我也會畫紙娃娃 日光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0952 親吻沙灘的小孩 張放之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656 大天津 慕容無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68663 大天津 慕容無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68687 日日多肉 蔡岳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6209 你陪我: 鋼琴和弦譜: 心門音樂 敬拜詩歌專輯. 一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3491 好嗨喔!曼谷親子逍遙遊 盧佩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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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日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心門音樂工坊



9789865955816 行動學習實踐與創新教學設計 蔡東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23 詩經之學 林葉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3522 燃點心燈面對生活 陳文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23522 燃點心燈面對生活 陳文祥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13232 英漢環保科學辭典 張春雄編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6013249 冷凍空調工程辭典 湯宜明, 羅國安編著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576013256 航空名詞辭典 李滌民, 任約翰合編 初版2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305 六朝哀挽詩文研究 何維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367 法教與民俗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2、2013、2014臺灣民俗信仰學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150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天帝教復興35週年暨涵靜老人115歲華誕. 第十四屆劉劍輝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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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信打字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五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421 貝多芬最愛的古典名曲: 學齡. 下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214438 貝多芬最愛的古典名曲. 幼童高級(解說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214445 貝多芬快樂鋼琴彈唱. 上(優化版)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214452 貝多芬快樂學鋼琴: 幼童. 下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214469 貝多芬快樂學修姆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214476 貝多芬快樂學修姆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214483 貝多芬快樂學修姆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214490 貝多芬快樂學修姆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4822 戰略廣角: 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 曹雄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516 達文西的真實世界 馬丁.肯普(Martin Kemp)著;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554 大學國文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1592 大學的陽光與森林: 課堂外教授要告訴你的 夏祖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08 中文鑑賞與應用 環球科技大學文哲教學研究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39 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646 阿拉伯文學史 鄭慧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53 老年學導論 白明奇等著; 蔡文輝, 盧豐華,張家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677 別再剪貼論文: 教你擠出八萬字法學論文 楊智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783 石墨烯技術 劉偉仁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790 視光學概論 陳木星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820 團體工作理論與技術 林萬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1837 泡茶走西仔反: 清法戰爭臺灣外記 德約翰(John Dodd)原著; 陳政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844 三國笑史. 5, 神算孔明揚名天下!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五南



9789571181851 翱翔福爾摩沙: 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 陳政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868 雅俗臺語面面觀 洪振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899 圖解醫療行銷 藍新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912 圖解營養學 侯玉珍, 董周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929 教育哲學: 一個美學提案 林逢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936 即選即用商用英語會話 李普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981 教師心理學 張清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056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1版 平裝 1

9789571182063 基改食品免驚啦! 林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070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7版 平裝 1

9789571182094 征臺紀事: 牡丹社事件始末 豪士(Edward. H. House)原著; 陳政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124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7版 平裝 1

9789571182131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3版 平裝 1

9789571182155 政府採購法規 江建勳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571182162 詩經詳析 呂珍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179 籃球火: 永不放棄林書豪 溫小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209 寓言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247 餐飲安全與衛生 李義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254 技術高級中學: 餐旅服務 游達榮, 高淑品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182278 開口就會旅遊英語 黃靜悅, Danny Otus Neal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82285 政治學 吳重禮等合著; 陳義彥主編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2339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2391 訴訟書狀範例 李永然主編 六版 精裝 1

9789571182407 直銷法律學 林天財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469 憲法學的新視野. 2, 憲法科際整合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張嘉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476 清晰論法: 公司法爭議問題研析. 董事篇 黃清溪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490 專案工程契約管理 王伯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513 生命● 海洋● 相惜: 詩文精選 吳智雄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520 結構學 苟昌煥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82544 建築之夢 法蘭克.洛伊.萊特著; 于潼譯 2版 平裝 1

9789571182551 促銷管理: 行銷關鍵的最後一哩路 林隆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568 消費者保護法 洪誌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575 圖解護理行政 方宜珊, 黃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612 藝術設計這回事 凌繼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650 公務倫理 許立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728 西方文明之初:古代希臘城邦 劉增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735 企業倫理 朱延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742 B2B企業英語會話. 業務篇 李純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2759 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專論 高鳳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2797 圖解公共政策 汪正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2827 新媒體理論與實證研究:科技與藝術的對話 莊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834 醫學恩仇錄: 醫學史上的十大爭端 哈爾.赫爾曼著; 賈士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841 功效論: 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余蓮(Francois Jullien)著; 林志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865 教育行政與教育發展:黃昆輝教授祝壽論文集 黃政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896 圖解食品添加物與實務 張哲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940 電影編劇: 來自法國的錦囊妙計 多明尼克.巴宏-阿勒提耶(Dominique Parent-Altier)著; 蔡文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971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吳錦鳳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995 海耶克 吳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008 畢業製作與微電影創作 李昱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046 文學任意門: 輕鬆遍覽世界文學 陳蒼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091 圖解物流管理 張福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107 營建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5版 平裝 1

9789571183114 文學概論 顧正萍, 黃培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145 即選即用銀行郵局英語字彙 楊曜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152 數位時代的影片分析 齊隆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169 中小學教學改革 張新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190 六週輕鬆學、開口說西班牙語 王鶴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244 愛與奉獻: 服務領導故事集 張德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275 幼兒健康與安全 趙偉勛, 汪雅婷, 徐珮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282 論語故事: 孔子與他弟子們的故事 張德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299 臺灣人的發財美夢: 愛國獎券 劉葦卿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3305 圖解大氣科學 張泉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343 拜訪狄更斯 艾爾伯特.哈伯德著; 王東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398 幼兒社會學 許雅惠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404 B2B企業英語會話. 行銷篇 李純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411 影像閱讀時代: 音樂.聆聽的眼睛 桑慧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428 風險管理: 理論與實務 鄭燦堂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3435 急診醫學 王國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442 尼采問: 誰會是世界的主人 安托尼.馬裏奧 盧多維奇作; .陳蒼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459 國際金融與匯兌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480 醫病關係與法律風險管理防範 施茂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510 民事訴訟法新論 林家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3527 醫學實驗室管理 吳竹蘭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534 美國專利法與重要判決 楊智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541 技術高級中學: 飲料與調酒. II 柯淑屏, 張嘉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558 公平交易法 汪渡村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3572 行政法概要 蔡震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596 智慧財產權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83602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3626 土地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1版 平裝 1

9789571183633 圖解變態心理學 游恒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640 議案審議: 立法院運作實況 周萬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3664 三國笑史. 6, 瀟灑哥周瑜風雲鬥!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671 跨國犯罪 孟維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3688 圖解內經 李家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701 圖解輔導理論與實務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18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25 團體膳食規劃與實務 李義川, 曹舜為, 廖昱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49 麵包魔法師: 吳寶春的臺灣[] 周姚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63 學童課後照顧的觀察與研究: 公部門課後方案與民間課輔班的生態理解何俊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63 學童課後照顧的觀察與研究: 公部門課後方案與民間課輔班的生態理解何俊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70 教育政策與教育發展 吳清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87 臺中市教育發展史 林海清, 賴清標, 郭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794 個別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3800 中國古代哲學史 胡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817 臺灣慰安婦 朱德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824 應用地質學 潘國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831 學JAVA語言從玩EV3與NXT樂高機器人開始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3855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理論與實務 林佳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3879 何處不清光: 余光中詩歌邊陲性論析 陳淑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893 固態電子學 李雅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909 公司法基礎理論. 董事篇 黃清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916 國會議事策略101 周萬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923 B2B企業英語會話. 作業研發篇 李純白著 初版 其他 平裝附光碟片 1

9789571183954 敘事新聞與數位敘事 林東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961 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 兩種模式的實務考察 張文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992 正向心理情意: 教與學 鍾聖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005 個資解碼: 一本個資保護工作者必備的工具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012 毛澤東祕錄 產經新聞「毛澤東祕錄」取材班著; 章長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4029 客家李文古故事研究 吳餘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036 國中趣味科學實驗教學 楊明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050 圖說: 新古典小說的故事 高詩佳, 張至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067 渡臺記校注 (清)何明勳口述;(清)何德勝紀錄;何寅生整理; 何石松校注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074 青春華語 信世昌主編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1184081 文言文閱讀素養:新看古典小說的故事 高詩佳, 張至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04 數位系統設計 吳毓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28 工程統計學 陳耀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59 溝通管理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59 溝通管理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197 巷子口經濟學 鍾文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203 智慧旅遊: 旅遊多媒體應用 石岳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227 多場面機能日本語會話. I 黃女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289 節慶觀光與民俗 方偉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02 西餐基礎烹調: 烹調方法與原理 程玉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40 麵包製作 葉連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371 竹籬笆裡的飯菜香: 充滿幸福溫度的眷村菜 謝旭初, 林芳綺, 掌慶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401 三國笑史. 7, 梟雄曹操大爭霸!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418 恐怖主義研究: 概念與理論 林泰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470 新世紀臺灣劇場 閻鴻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494 數學恩仇錄: 數學史上的十大爭端 哈爾.赫爾曼(Hal Hellman)著; 范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500 齒輪間的宇宙: 解開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之謎 喬.墨黔(Jo Marchant)著; 蔡易儒, 李明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524 文字魔術師: 文案寫作指導 　 汪淑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548 實用醫事法律 周國隆, 楊哲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593 頑皮動物的奇妙世界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16 西班牙語隨身辭典 王鶴巘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4623 圖解行銷學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647 寫出作文滿級分 施教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78 用視覺元素說故事: 創造電影、電視與數位媒材的視覺結構Bruce Block著; 廖澺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85 幼兒教育品質及其政策分析 孫良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92 教育哲學: 起源、內涵與問題的探究 梁福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708 臺灣鄉村的新出路 蔡宏進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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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571184753 羈押魚肉 林孟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760 圖解公共衛生學 顧祐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814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4版 平裝 1

9789571184821 父母難為: 臺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 吳明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838 App Inventor 2動畫與遊戲程式設計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845 自動化控制元件設計與應用: 台達PLC/HMI/SERVO應用開發曾百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852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8版 平裝 1

9789571184883 看見臺灣里山 劉淑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890 婚禮顧問 李佩純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968 固態電子習題解析 李雅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999 圖解團體輔導與諮商 邱珍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002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 李智平作 四版 其他 1

9789571185033 警察勤務新論. 上: 實務工作者與法律的對話 陳良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5057 管理與人生 陳澤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095 從漢藏比較看漢語詞族的形態音韻 丘彥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101 音樂治療: 中國古代醫學與音樂治療 蔡幸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5118 災害管理與實務 陳柏蒼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132 繼承: 案例式 郭欽銘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358 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十六屆 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72

送存冊數共計：174

中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海華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372 泰韓華文教育 夏誠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365 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彭妮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1696 蟬時雨 藤澤周平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863 紙膠帶ing 卡蜜.畢格勒(Kami Bigl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70 浪人吟 吳懷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87 紅色覺醒. 2,金色同盟 皮爾斯.布朗(Pierce Brown)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894 自我的追尋: 倫理學的心理學探究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00 團隊,從傳球開始: 五百年都難以超越的UCLA傳奇教練伍登培養優越人才和團隊的領導心法伍登(John Wooden), 詹明信(Steve Jamison)著; 周汶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17 15萬人都愛用的毛巾頸枕: 滑手機、看電腦、讀書、做家事時保護好脖子,就不再肩頸痠痛了山田朱織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24 黑貓.告密的心: 愛倫坡短篇小說傑作選 愛倫坡著; 謝瑤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48 好女人的心意: 諾貝爾獎得主艾莉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13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張茂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55 疼痛的隱喻 米歇爾.歐杜爾(Michel Odou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62 永別書: 在我不在的時代 張亦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1979 祕劍.柳生連也齋 五味康祐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986 舞姬 川端康成著; 唐月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1993 圖解影響現代生活的100條哲學想法: 世界的樣貌、人的本質、正義的社會,學會2500年來50位偉大思想家的思考方式小川仁志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013 如何寫書法: 觀念心法與技術工具 侯吉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020 大師的手稿 孫建平, 康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037 港都人生 旗津岸邊 林佩穎, 李怡志文.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9863592044 未來的犯罪 馬克.古德曼(Marc Goodman)著; 林俊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051 平行倫敦: 遠征月亮山脈 馬克.霍德爾(Mark Hodder)著; 卓妙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068 我媽媽的寄生蟲 林蔚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075 請讓我慢慢長大 吳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082 卡提耶-布列松: 世紀一瞬間 阿索利納(Pierre Assouline)著; 徐振鋒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099 如何寫對聯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105 山之音 川端康成著; 葉渭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112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 高惠群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92129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 高惠群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92136 用遊戲,養孩子! 吉爾.迪耶得李奇(Gills Diedrich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143 銀河便車指南 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Noël Adams)著; 丁世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2150 眾神的山嶺 夢枕獏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167 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 Foster)著; 張思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174 老人與海 海明威著; 傅凱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181 大腦裡的美食家 約翰.艾倫著; 陳彥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198 寫字書: 第一本輕鬆寫好字的工具書 鄭文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211 全球生死大數據: 一個醫生追尋70億人傷病與死亡的真相傑洛米.史密斯著; 蕭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35 奇蹟博物館 艾莉絲.霍夫曼(Alice Hoffman)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42 神祕生物小隊. 4, 追蹤天蛾人 亞歷山卓.摩哈(Alexandre Moix)著; 李毓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259 銀河便車指南. 2, 宇宙盡頭的餐廳 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Noël Adams)著; 丁世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1716 南丁格爾. 1, 破繭而出 愛德華.庫克爵士(Sir Edward Cook)著; 屈蓮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785 第一步 CBMC美國總會編著; CBMC中華民國總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792 慧賢女人心 蔡黃玉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853 留什麼給子孫?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天恩



9789862771877 捍衛神國事工: 如何避免性傾向認同法令訴訟 捍衛自由聯盟編著; 邱利華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884 使徒行傳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891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桑林(Lynne Sandsberry)著; 何宣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907 聖卷在握,勝券在握. 3 吳炳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1914 艾瑞爾聖經注釋系列: 彌賽亞猶太書信之希伯來書阿諾德.福藤葆(Arnold G. Fruchtenbaum)著; 李長青譯 精裝 1

9789862771921 南丁格爾. 2, 愛的勇士 愛德華.庫克爵士(Edward Cook)著; 屈蓮編譯 精裝 1

9789862771945 與烏龜一起奔跑 比爾.威爾森(Bill Wilson)著; 林淑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277 妙禪: 禪之妙妙無窮 汪平, 鄭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284 天文氣象奇書<> (唐)李淳風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4922 官裕宗醫師真心話: 治癌心得與5W1H醫療藝術 官裕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4939 傷寒論之現代應用精華 (東漢)張仲景原著; 李政育解讀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64946 傷寒論之現代應用精華 (東漢)張仲景原著; 李政育解讀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64953 痛風高效療法 陳清朗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240 筆墨因緣: 大兵習文六十年 趙玉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64 望秦樓新樂府集 古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271 緩慢與昨日: 記憶的島,以及他方 翁翁詩與影像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元神館



9789866102288 走出魘夢 曲潤蕃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778 全球華語文教師與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王淑芬等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693 發皇華語.涵詠文學: 中國文化暨華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平裝 3

9789865709730 真臘風土記校注 周達觀原著; 金榮華校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709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15 羅玲玲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754 韓國學研究論文集. 四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暨韓國學研究中心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9785 中朝關係研究 張少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803 暴雨荒河 麥可.費里斯.史密斯(Michael F. Smith)著; 顏志翔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化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中文系



9789866385810 理想情人APP 平山瑞穗著;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827 在寂寞中靠近 濱野京子著;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834 心靈映寫師 班雅明.史坦(Benjamin Stein)著; 莊琲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1861 Easy Talk圖像記憶法. 首部曲,看圖說英文 Yu-ching Chen, Chin-jung Chen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881283 Easy Talk圖像記憶法. 二部曲,畫圖學英文 Yu-ching Chen, Chin-jung Chen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514 尚未塵封的過往 韓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21 記憶 李有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45 想: 想想論壇選輯. III 想想論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52 環城大道 派屈克.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著; 林德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69 快讀228: 二二八短論集 李筱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583 冷月峰影: 東西方文藝經典名作縱橫 李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8354 TOP Nurse 2015: 護理師歷屆試題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392 二技國文英文歷屆試題. 96-104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408 流行病學計算題精解 王雪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8415 解析閱讀 張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422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元將文化



9789865778439 TOP Nurse. 2015: 藥理學 蔡牧名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446 TOP Nurse. 2015: 解剖生理學 蔡牧名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453 TOP Nurse: 病理學. 2015 趙俊彥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460 完全攻略本. 一, 句型結構 張文忠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477 Top nurse: 精神科護理學. 2015 凌荃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484 TOP nurse: 基本護理學. 2015 凌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491 TOP Nurse. 2015: 內外科護理學 凌荃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507 TOP nurse: 產科護理學. 2015 王英, 朱英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514 TOP nurse: 兒科護理學. 2015 王英, 朱英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521 TOP Nurse: 微生物免疫學. 2015 吳念華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78538 生物統計學: 試題彙編剖析 王雪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545 TOP Nurse. 2015: 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雪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6088 諮商專業倫理: 臨床應用與案例分析 林家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248 自閉症兒童社會: 情緒教育實務工作手冊 鳳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5845 幼兒美感教育 林玫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68 國民小學一至三年級閱讀理解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75 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閱讀理解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82 國民中學七至九年級閱讀理解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99 國民小學一至三年級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05 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12 國民中學七至九年級寫作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29 國民中學七至九年級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81 國民小學一至二年級數學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798 國民小學三至四年級數學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心理



9789861916804 國民小學五至六年級數學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11 國民中學七至九年級數學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28 注音High客: 我的注音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35 質性探究: 多元觀點 何英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73 兒童發展 Robert S. Feldman著; 許秀萍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880 學習輔導 何英奇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6897 中文視窗版SPSS與行為科學研究 王保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6903 應用行為分析導論 鳳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10 兒童文學的啟發式教學: 運用圖畫書引導提問 Mary Hynes-Berry著; 葉嘉青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27 國民小學一至三年級識字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34 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識字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41 國民中學七至九年級識字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孟瑛如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58 學習困難學生閱讀理解概論 Janette K. Klingner, Sharon Vaughn, Alison Boardman著; 邱瓊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65 家長教育學: 「順性揚才」一路發 鄭崇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989 華語兒童語言樣本分析: 使用手冊 黃瑞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6996 學前融合教育: 理論、實務與省思 Ann M. Gruenberg, Regina Miller著; 劉學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009 融合教育教材教法 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016 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023 熊伯伯的小吃店 孟瑛如, 郭義宏文; 林慧婷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030 找回注意力 孟瑛如, 周文聿文; 朱惠甄圖; 吳侑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047 小飛鼠尋寶趣 孟瑛如, 葉琬婷文; 李品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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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54604 臺灣國際平面設計獎. 2015 邱宏祥主編 1版 平裝 1

9789866254628 製造現場日常管理指引手冊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635 氣氛力: 氣氛對了,什麼都對了! 橫山信弘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中國生產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307 都市國家: 臺灣區域治理的策略選擇 紀俊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328 Proceedings of 25th international CIPA symposium. 2015Ya-Ning Yen, Kuo-Hua Weng, Hung-Ming Cheng作 平裝 2

9789866226335 品格在身旁,圖文共薰陶作品集 林昭妤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71161 中華易經學院研究所院士論文集: 白話五術開運不求人. 第六期許永昌編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7293 中國郵刊. 第九十二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9789868397293 中國郵刊. 第九十二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379 從零歲開始 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Robert Bucknam)合著; 溫嘉珍譯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304 亞太都市素描: 莊嘉強素描作品集 莊嘉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037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葛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06105 如何讓男人愛死妳 夏川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1246 愛情心理測驗. 1 李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307 職場心理測試 李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29 同居公寓: 投資愛情篇 也也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550 莎喲娜娜 蘿蔔腿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680 做你自己就好: 不靠別人的經驗過活 谷懷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27 要出人頭地,首先要耐得住寂寞 谷懷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34 這樣吃,讓你健康20歲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41 基度山恩仇記. 上, 伯爵絕地大反攻 大仲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58 基度山恩仇記. 下, 伯爵絕地大反攻 大仲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72 在那個世界的你,會想到我嗎? 舒云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89 永遠不敗的升職咒語: 不成為別人的一枚棋子 谷懷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796 你愈活在當下,就愈快樂 也也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56 哇!原來抗衰防老的秘密都在這裡 葉綠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63 比你想像的更重要!夏天要按節氣養生 葉綠素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丹陽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元智大學中文系



9789865701970 宅人一樣可以宅出健康 品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01994 兒女英雄傳. 上: 俠烈英雄、溫柔兒女 文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04 兒女英雄傳. 下: 俠烈英雄、溫柔兒女 文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11 從地球到火星 火車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28 高老頭: 寒酸公寓和豪華貴族的鬥爭 巴爾札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35 疾病、老化很容易發生!超簡單預防術! 品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42 感冒剋星: 每天閱讀十分鐘,流感遠離你! 品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66 盜帥亞森羅賓之"吸血蝙蝠" 莫理斯.盧布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73 婦科.偏方大全 王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97 瘋狂探險記之前進"亞馬遜河"(上) 威勒德.普賴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05 瘋狂探險記之前進"亞馬遜河"(下) 威勒德.普賴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12 閱讀10分鐘,不會成為"電火球"!別讓"型男"變禿伯!葉綠素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29 兒科.偏方大全 王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36 站起來!我跟世界都差你一人 宮本百合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43 減肥瞬間開竅 水巧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50 內科.偏方大全 王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67 願我的等待終不被辜負 谷懷真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74 男科.偏方大全 王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81 外科(痔瘡、肩周炎‧頸椎、風濕性關節炎…..)偏方大全王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7298 奇效偏方篇: 偏方大全. 6 王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08 這些訣竅決定孩子的未來發展 育珍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15 愛美女性必知: 錯誤的保養等於毀容 水巧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22 閱讀10分鐘,皮膚幼嫩又白皙! 白希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39 不再闇黃,黑色素退散! 白希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46 天啊,我老了嗎? 水巧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53 金銀島: 這生活太讚了!任何人都可以實現夢想的地方(上)羅伯特.史蒂文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60 金銀島: 這生活太讚了!任何人都可以實現夢想的地方(下)羅伯特.史蒂文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84 千年地下情人 宇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9991 職業廚師的竅門,讓妳也能輕鬆做料理 奈優利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18 輕鬆生活,一招搞定 品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25 預防衰老: 從指甲看出,你中標了嗎？ 葉綠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32 我的長腿叔叔 珍.韋伯斯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49 棒透了!我的小妙招比達人還強! 奈優利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56 一流女人該有的玉潔肌膚 白希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63 哈爾羅傑的瘋狂探險之二: 南海奇遇 威勒德.普賴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70 你正"坐以待病"嗎? 水巧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87 盜帥亞森羅賓之"歐奈維爾城堡的秘密" 莫理斯.盧布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94 徹底除疤: 疤痕、痘痘全攻略 水巧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001 別說沒時間!在家也能做的3分鐘美白瘦身 白希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89880 復仇的冒險旅程: 自殺俱樂部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60100 史上最全面的抗衰老秘訣 品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3552 高彩.空間.知性: 李石樵的創作與傳承 李石樵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006 佛藝緣 釋廣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734 奇葩: 蓮懺禪師 中華五眼協會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史館



9789869039741 兩岸公益文化論壇紀實. 2013.2014 中華五眼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039741 兩岸公益文化論壇紀實. 2013.2014 中華五眼協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0766 開始到英國打工度假. 留學 陳銘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780 開始在新加坡自助旅行 王之義作.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797 開始在韓國自助旅行 陳芷萍, 鄭明在作.攝影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0827 真愛義大利: 27個大城小鎮實用導覽書 吳靜雯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0841 開始在沖繩自助旅行 酒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858 一個人也快樂,熟齡的單身生活 阿部絢子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865 50歲熟女穿搭術: 給想要煥然一新的你 地曳郁子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872 開始在義大利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0889 開始到日本打工度假 高函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896 TRAVELLER'S東京聖經 許志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902 開始在北歐自助旅行 武蕾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926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陳銘凱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0933 洛杉磯: 附聖地牙哥、聖塔芭芭拉、棕櫚泉與大熊湖艾米莉(Emil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940 遇見未來的自己: 如何優雅地變老,中年人應該知道的10件事情張芳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957 溫哥華深度之旅 海馬老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0964 開始在挪威自助旅行 林庭如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105 關於人生,走著走著就懂了 北川舞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心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太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130 一眼看穿怎麼溝通:心術大師教你了解男女腦,職場、情場無往不利DaiGo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47 由我來改變!: 全球企業爭相效法!谷底翻身的女社長痛哭戰記石坂典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54 你的夢想就是最棒的存錢筒 艾爾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61 本田健的快樂致富聖經 本田健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78 喜歡的事，就要拿來當飯吃 本田健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85 五圖表領悟你的真需求 麥可.J.羅西爾(Michael J. Losier)著;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192 這位臺灣郎會說25種語言: 外語帶你走向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謝智翔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208 姊就是大器: 10個完整練習,帶你活出女性優勢 泰拉.摩爾(Tara Mohr)著; 毛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208 姊就是大器: 10個完整練習,帶你活出女性優勢 泰拉.摩爾(Tara Mohr)著; 毛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215 簽約率98%的祕訣: 30萬人都在效法的絕妙成交術和田裕美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100 婦科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82 試看北大才女 劉國生,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999 讀懂莊子 呂双波,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05 真實的謊言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12 只要點子想得妙,無本也能賺大錢 呂双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29 海鮮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36 本草綱目通俗讀本 崔述生, 張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43 高血壓保健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50 偏方秘方治百病 易磊, 李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67 文化常識知道點 呂双波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74 讀懂老子 呂双波,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方集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9789869262781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青春囈語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2798 歷史第一人 劉國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11 中學生名著快讀.外國卷 秋實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28 品味經典名家隨筆: 安頓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35 精譯瀕湖脈學 (明)李時珍著; 崔述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42 讀經商之道悟財富人生 張家林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66 影響東方歷史進程的100位名人 冠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97 風濕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80 北大名師告訴你這樣學習最有效 劉國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73 愛,讓我們在一起 朱星辰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04 選擇決定成敗 呂双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559 精譯湯頭歌 (清)汪昂著; 王穎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02 黃帝內經一本通 李偉, 樊小燕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19 偏方秘方一本通 李偉, 樊小燕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26 影響一生的10部勵志書 劉國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33 智者物語: 推心置腹贈言集 袁野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40 野菜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57 5000則名人贈言 王維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64 中藥百科大辭典 徐君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71 中醫名家學術經驗集: 中醫臨床治法與方藥 陳瑞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88 試看清華才子 劉國生,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3795 不孕不育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04 腎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11 做人有心機必成才 呂双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28 歷史常識知道點 呂双波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35 成功的失敗者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42 最轟動的名人演講 陳櫟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59 成功用人 王偉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66 醫用本草綱目 李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73 影響世界的100次戰爭 李亭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80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內基著; 柳青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697 實用口才 李樹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10 精譯藥性歌訣 (明)龔廷賢著; 劉國生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61 妙用偏方秘方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09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凡塵清唱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16 清華學子美文: 生命之欲 易磊,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56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江山多嬌 易磊, 陳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01 北大學子美文 張丙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18 妙用本草良方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23 和幸福捉迷藏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32 快樂寶寶智能訓練方案: 3-5歲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30 品味經典名家隨筆: 殞情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63 中老年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87 頸椎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25 快樂寶寶智能訓練方案: 1-2歲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47 肥胖症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54 態度決定成敗 呂双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78 20位管理巨匠之設計人生 田洪江, 鄭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94 眼科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49 試看北大才子 劉國生,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670 精譯醫學三字經 (清)陳修園著; 劉國生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85 寓言一看通: 影響華人的300則寓言故事 華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892 本草驗方治百病 易磊, 李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27 從黃岡中學到清華北大 劉國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34 誰是左撇子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41 智者物語: 錦上添花妙語錄 袁野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58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長街短吻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03 36計謀略 吳利平, 王衛峰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65 讀懂孔子 呂双波,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72 問題孩子 肖光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89 影響華人的100位人物 陳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1196 快樂也是自找的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02 快樂太太寶典 張家林,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19 讀厚黑悟人生 王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26 老年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33 問題教育 肖光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40 食用本草綱目 呼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57 蔬菜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64 獵薪之道 柳術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71 失眠症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88 本草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995 智者物語: 集思廣益錦言集 袁野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08 冠心病保健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15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世象新語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22 讀懂孟子 呂双波,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39 36計成功 吳利平, 王衛峰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46 成功口才 王偉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53 雜糧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60 成語一看通: 影響華人的300則成語故事 華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77 懷孕當中宜與忌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84 腰椎間盤突出症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3091 肉禽蛋乳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03 我的父親母親 鄧九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10 5000則名人名言 王維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27 讀智囊悟人生 王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34 最快樂的幽默口才 陳櫟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41 影響華人的50部文學名著 劉國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58 商人實用羊皮卷 劉國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65 猶太人經商之道全集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72 最常見的花季心語 李澤鋮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89 走近北大博士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096 成功心理 李樹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02 獵職之道 柳術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19 送你一度的溫暖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26 精編本草綱目 張浩, 崔述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33 糖尿病保健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40 腦血管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57 華人名家散文 鄧九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64 36計方圓人生 吳利平, 王衛峰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71 36計經商 吳利平, 王衛峰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88 風箏不斷線 史榮新,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195 白話黃帝內經 謝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01 胃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18 最有影響的名言佳句 李澤鋮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25 閉合鬱金香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32 我們不願面對的食安真相 白志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49 當我決定愛你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56 善良是一棵矮樹 黃義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63 外國名家隨筆 鄧九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87 踢踏舞女郎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294 茶飲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00 一生必讀的50篇親子家書 易磊, 李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17 讀反經悟人生 王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24 耳鼻喉症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31 華人名家隨筆 鄧九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48 新編本草一本通 李偉, 樊小燕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55 厚黑規則 長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62 孕期飲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79 松下成功之道全集 周曉晗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86 學生實用羊皮卷 劉國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393 幼兒飲食保健 劉國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09 世界巨富啟示錄 編委會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16 讓愛留在心底 朱星辰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23 外國名家散文 鄧九平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30 肝膽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47 智者物語: 千古流傳古佳句 袁野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54 影響世界企業的30部管理名著 李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61 精編黃帝內經 謝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78 水果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85 最有震撼力的格言警句 陳櫟宇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492 健胃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08 人性的優點 (美)戴爾.卡內基著; 柳青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15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桑榆瑣話 易磊, 陳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22 快樂寶寶智能訓練方案: 0-1歲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39 羊皮卷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46 36計交際 吳利平, 王衛峰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53 交際藝術 李樹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60 兵家經典: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77 清華名師告訴你這樣學習最有效 劉國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84 產後肥胖怎麼辦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591 中學生名著快讀: 東方卷 秋實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07 快樂寶寶智能訓練方案: 2-3歲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14 家庭生活小竅門 趙佩琦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21 最感動的贈言祝詞 李澤鋮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38 20位思想大師之智慧人生 田洪江, 關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45 品味經典名家散文: 閑言絮語 易磊, 陳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52 新家庭醫生手冊 邵守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69 36計用人 吳利平, 王衛峰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76 愛情漂流瓶 史榮新,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683 狼群的活動圈 黃義龍主編 初版 0 1

9789864710690 影響世界的50部文學名著 劉國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06 兒科病治療預防與調護 田洪江,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13 精譯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著; 柳術軍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20 聰明寶寶: 0-4歲智能開發 徐君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37 清華學子美文 張丙軍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44 快樂新婚寶典 張家林,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51 問題父母 肖光畔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68 一根旱煙管 易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75 北大學子美文: 博雅之思 易磊, 田洪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82 快樂育兒寶典 張家林,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799 卡內基成功之道全集 [美]戴爾.卡內基著; 胡旋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05 影響華人的500則寓言故事 華星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12 影響東方的經典演講 陳櫟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29 中外社交禮儀大全 周秀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36 孕前產後宜與忌 易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43 藥膳養生宜忌 田洪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50 獵才之道 柳術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67 影響世界的經典演講 陳櫟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874 影響東方世界的100次戰爭 李亭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0422 The conference 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5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8585 國際登山論壇暨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輯. 2015第十六屆林文和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409 水的安全高級救生員訓練班教材 陳文雄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731 國際行銷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349 第十二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建築蛻變 蛻變建築: 2015第44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其他 1

9789579226356 鑑定手冊. 2015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銷企業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專登山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意外防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80

送存冊數共計：180

人工智慧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538 建築技術規則. 105年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3860 「間接.對畫」版畫展覽暨創作論壇論文集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33877 版圖擴張: 緣聚廖修平 蕭瓊瑞, 廖新田專文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008 追尋記憶.打造文化: 高雄市中油宿舍歷史文化再造計畫許經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865 品牌內化經營 劉觀生作 平裝 1

9789578914865 品牌內化經營 劉觀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940 共保條款析論 廖述源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油廠社區文化生態保存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質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8030 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聯展專輯 陳佑端總編輯 平裝 第9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701 與卓越同行: IMC工商參訪觀摩企業組織 張永賢, 潘宗豫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7471 亞洲基礎造形論壇暨研討會論文集. 2015 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 崑山科技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900 不插電的資訊科學 Tim Bell, Ian H. Witten, Mike Fellows原著; 中華民國軟體自由協會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629 強化青年自主能力: 羅浮童軍指導準則 世界童軍總部(World Scout Bureau)原著; 羅浮暨青年委員會編譯小組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629 強化青年自主能力: 羅浮童軍指導準則 世界童軍總部(World Scout Bureau)原著; 羅浮暨青年委員會編譯小組等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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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琦文化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軟體自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童軍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礎造形學會

國風書畫學會



9789869235808 親子玩藝術 林佳漢, 李綺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815 親子玩生活 張庭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479 景觀. 2015-II 曾筱茹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864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盂峻瑋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0238 臺灣中醫口述歷史. 二 賴鎮源, 黃碧松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527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104年張瀞文等著;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104年年會暨學術論文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會論文組編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462 印度首都經濟圈新興產業及商機探索 邱仕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79 南美雙璧: 巴西與智利 范光陽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傳統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觀學會



9789574953486 一讀就通大陸餐飲連鎖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493 一讀就通大陸塑橡膠機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09 墨西哥與巴拿馬產業發展及商機探索 李統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23 全球品牌跨境電商營運模式: 美國網購市場與跨境電商新商機陳雅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30 中國大陸消費財市場商機調查運動休閒產品篇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47 日本零售通路發展趨勢與拓銷商機 李貞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54 一讀就通大陸工具機市場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61 中國大陸跨境電商武功秘笈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78 一讀就通大陸自由貿易區政策與商機寶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85 一讀就通大陸互聯網+智慧城市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592 中亞市場商機探索: 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徐裕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7958 專利布局智財分析海報比賽論文集.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406 黃泓洲繪畫作品(2009-2013) 黃泓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124 人生戲路菩提行 利美法王澤天松贊著; 廖書雯編譯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利美澤天金剛乘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華生醫科技應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菁企業形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8252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暨論文競賽. 2016 許棟樑, 陳立元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214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105年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十二屆空間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7306 屍變: 短篇科幻小說集 章杰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655 三階念佛彌陀禪 隨佛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5662 相應菩提道次第綱要 隨佛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107 中華茶藝大觀. 2015 蔡崇三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31114 中華茶藝獎: 全國茶藝比賽. 第十一屆 陳小風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茶藝聯合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科幻學會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428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論文暨作品集. 2016 張瑞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3573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5第十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619 臺灣政黨政治貪腐問題研究 林靖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6619 臺灣政黨政治貪腐問題研究 林靖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222 觀光領隊及導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5年吳偉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838 豫南往事: 掀開百年塵封的郵政記憶(簡體字版) 楊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01926 國際婦女、青年與運動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2015年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喬郵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菁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9789867601926 國際婦女、青年與運動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2015年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305 葉王誌 葉誌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207 臺商對外投資進入模式決定因素之研究: 新設投資vs.併購投資楊書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214 全球經濟展望. 2016: 破繭而出-提振信心 落實執行力彭素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370 基督行傳 邱彩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55387 基督行傳(簡體字版) 邱彩鳳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3768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南 Committee for the Update of the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National Research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701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5年版, 金融證券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道教媽祖弘道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9789866724718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5年版, 資訊科技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725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5年版, 傳產集團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732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5年版, 服務集團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8907 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 哈用.勒巴克主編 精裝 1

9789869178914 空軍照相偵察機部隊史 謝茂淞主編輯 精裝 1

9789869178914 空軍照相偵察機部隊史 謝茂淞主編輯 精裝 1

9789869178914 空軍照相偵察機部隊史 謝茂淞主編輯 精裝 1

9789869178914 空軍照相偵察機部隊史 謝茂淞主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255 閱讀.城市Message of The City: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會員聯展. 2015康台生等作; 鄧博仁主編 平裝 1

9789868582255 閱讀.城市Message of The City: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會員聯展. 2015康台生等作; 鄧博仁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2490 專利權範圍之解釋與侵害 劉國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275 保險法實例研習 葉啟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3398 企業管理與法律 李智仁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3541 商事法 王文宇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3602 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 劉明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3893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 吳志正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戰史文獻學會



9789862554593 土地法規 許文昌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4739 企業管理與法律 李智仁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4876 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 李太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5149 法律倫理學 姜世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555231 行政法入門 林合民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6207 財經法新課題與新趨勢. 二 方嘉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7787583 律師民事責任論 姜世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40219 現代稅法原理與國際稅法 陳清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0083 臺灣法律史概論 王泰升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391 不再痛風的生活 陳峙仰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715 佛說易經.入門篇: 八原宗.合一禪 巴魯巴作 6版3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3825 繪本原創力 陳玉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856 大野狼。繪本誌 圖畫書俱樂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863 三國人物攻略. 卷四, 孫權 丁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3894 讀書會75個心作戰 蒙瑟拉.紗爾朵(Montserrat Sarto)作; 周姚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900 繪本有什麼了不起? 林美琴作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魯巴101文化藝術館



9789574903917 溫美玉老師的祕密武器. 4, 神奇三秒教 溫美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924 呂嘉紋的悅讀俱樂簿:小學生課堂筆記活用術 呂嘉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009 阿部二郎的全口義齒難症病例: 任何人都想要知道的臨床真相阿部二郎著; 林政憲, 林本信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5974 白.意識流 莊普作 平裝 1

9789868195981 人物彩繪: 陳英德 陳英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80025 親子才藝課彩虹橡皮圈編織 許瑜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32 禮佛摺金紙. 第13集 王美子原創; 莊翊禛解析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49 摺紙機器人恐龍臺北101 蘇志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56 戴來好運自己編幸運手環全集 陳夏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63 做皂123手工皂寶典 劉柏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70 一定發芽療癒系種子盆栽 張琦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87 曼陀羅紓壓療癒著色畫 黃淑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094 最新編織帶編織包 張玉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100 從繪圖到3D鉤編玩偶 林燕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117 紓壓摺紙摺摺稱奇 林勝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80131 漢方手工皂健康髮膚 范孟竹, 張淑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手藝家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日毅企業



9789864280148 招福納財曼陀羅著色畫 黃淑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24 神祕的季節 莊瑞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6889 英語教學事業: 邁向專業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620 愛上美術館: 32步 喬翰.艾迪瑪(Johan Idema)作; 張譽騰, 桂雅文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503 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 奧斯曼的黃粱夢. 第一部, 帝國視野卡羅琳.芬冦爾(Caroline Finkel)作; 徐大成,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510 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 奧斯曼的黃粱夢. 第二部, 帝國鬆動卡羅琳.芬冦爾(Caroline Finkel)作; 徐大成,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527 鄂圖曼帝國三部曲1300-1923: 奧斯曼的黃粱夢. 第三部, 帝國末日卡羅琳.芬冦爾(Caroline Finkel)作; 徐大成,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541 日本的森林哲學: 宗教與文化 梅原猛著;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541 日本的森林哲學: 宗教與文化 梅原猛著;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565 達賴喇嘛說般若智慧之道 第14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藏文口述; 艾倫.華勒士(B. Alan Wallace)英譯; 陳琴富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572 新印度的黃金傳說: 美麗與詛咒 Siddhartha Deb著; 鄧伯宸, 徐大成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589 走進西方人文經典 寒哲(L. James Hammond)作; 胡亞非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五觀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0505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512 富貴倉頡生肖姓名學 陳思茜, 沈建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529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536 莎士比亞故事集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550 少年維特之煩惱 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567 雙城記 查爾斯.狄更斯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574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581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611 天方夜譚 佚名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628 金銀島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635 茶花女 小仲馬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0642 唐詩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659 元氣兒歌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666 弟子規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697 彩色精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703 彩色實用英漢字典 外文圖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727 寓言故事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734 三字經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741 童話故事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758 新編辭海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著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0765 伊索寓言: 狼來了沒 伊索原著; 程怡菁改寫; 彭大爺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772 愛的教育. 上, 奈利的護衛使者 亞米契斯原著; 程怡菁改編; 余麗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264 最新版圖解KK音標 蘇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38271 怪盜與名偵探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世一



9789861938974 海倫凱勒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38981 爆笑西遊記. 3, 火燄山伏妖 吳承恩原著; 高章欽改編.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819 全新書法六體大字典 藤原楚水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0789 愛的教育. 下, 身體障礙的兒童 亞米契斯原著; 程怡菁改編; 余麗婷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826 晨讀10分鐘. 德智篇 程怡菁, 胡琇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833 晨讀10分鐘. 童話篇 小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840 晨讀10分鐘. 寓言篇 程怡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0864 南丁格爾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0871 綠眼少女 林淑貞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4291083 小石獅遊府城 許麗萍文; 劉麗月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195 鞋匠馬丁 托爾斯泰原著; 盧千惠編寫; 曹俊彥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201 百年立霧溪: 太魯閣橫貫道路開拓史 金尚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225 動物園 王昭華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41232 國王與海 海恩茲.亞尼許文; 沃夫.艾卜赫圖; 林敏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126 臺灣時光機 林于昉, 蔡碧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0732 人類發展學概論 蕭淑貞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20749 新護理師寶典. 一, 基本護理學 黃瑋婷, 王靜琳, 林麗秋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6120756 新護理師寶典. 六, 社區衛生護理學 何瓊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831 新護理師寶典. 十, 病理學 林靖蓉, 高久理, 劉棋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玉山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0156 亂世為王 顧雪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163 亂世為王 顧雪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170 亂世為王 顧雪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187 亂世為王 顧雪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10262 紳士的莊園 脂肪顆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279 紳士的莊園 脂肪顆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75220 玄心印會廿五年印人作品全集 張盛權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919462 國文科學測歷屆試題解析. 104-95年 李雅清, 唐玉珍, 邱蓬令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479 走。不停: 旅行跟你想的不一樣 高伊玲作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702 親情、友情、師恩 瞿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古今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玄心印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中

送存冊數共計：4

平心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9773 歡樂的射手座: 瘋惡搞,快樂沒底限!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780 夢幻的雙魚座: 浪漫小確幸,甜滋滋!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797 自由的水瓶座: 創意噴發,絕不卡關!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03 專注的摩羯座: 必勝,成功最佳密友!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10 溫暖的巨蟹座: 療癒系達人溫情現身!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27 神秘的天蠍座: 全是沒說出口的秘密!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34 優雅的天秤座: 好相處,迷人社交王!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41 好奇的雙子座: 趕流行,要快要新鮮!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58 深情的金牛座: 天長地久,要幸福喔!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65 完美的處女座: 重質重量,雙重保證!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72 魅力的獅子座: 光芒四射,瞬間爆發!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889 熱血的白羊座: 能量滿滿,沒在怕的! 慶昭企劃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9926 相思如夢令 尹晨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50 我的第一本圖解讀書法 蕭文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067 待月歸 尹晨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04 陽光心情宅急便 林月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28 終極金頭腦 江樂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66 筆記應該這樣做 劉作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80 星座使用手冊: 金牛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197 星座使用手冊: 雙子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03 星座使用手冊: 巨蟹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10 星座使用手冊: 獅子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27 星座使用手冊: 處女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34 星座使用手冊: 天秤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41 星座使用手冊: 射手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58 星座使用手冊: 魔羯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65 星座使用手冊: 水瓶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72 星座使用手冊: 雙魚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89 星座使用手冊: 白羊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296 星座使用手冊: 天蠍座 慶昭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340 漢字詞語趣讀本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32 你能與眾不同!: 生命鬥士力克.胡哲(Nick Vujicic)訪臺專刊出色文化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449 愛讓世界不一樣: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教會我的50件事林創宴, 綿羊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55 止戈 十四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62 弈局 十四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579 算情 十四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654 明若曉溪影像書 浙江華策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可米傳播事業有限公司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678 明若曉溪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78685 這些料理麵包機也能做 Vic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692 日本家政新天后: 敎你輕鬆打掃 東Izumi著; 婁愛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08 燜燒罐享瘦料理: 女中醫特調52道燜燒罐料理 陳俊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15 24節氣自癒養生法 迷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22 基礎料理200 小田真規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39 第一夜的薔薇. 1, 野蔓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46 第一夜的薔薇. 2, 逆光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53 第一夜的薔薇. 3, 今夏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77 戰勝乳癌: 從末期癌症到康復的奇蹟之路 陳月嬌, 黃健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784 日日好氣色: 讓妳美得久、老得慢、瘦得快 吳茱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39407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曲家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421 帝國崛起: 一起歷史的思辨之旅. 2 呂世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64 為什麼我的孩子總是有這麼多煩惱? 艾利森.愛德華茲(Allison Edwards)作; 蔣宜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平安文化



9789578039971 不想痠痛就這樣練!每天10分鐘微健身,日本體適能專家教你輕鬆解決駝背、烏龜脖、腰痠背痛、肩頸痠痛!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88 無糖生活的一年 伊芙.蕭帛(Eve O. Schaub)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05 燜燒罐美人湯: 美女中醫直傳53道食療秘方!養顏、美容、抗老、瘦身、更年期調理,一罐搞定!余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12 腸保魅力 吉莉亞.恩德斯(Giulia Enders), 吉兒.恩德斯(Jill Enders)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29 不嘮叨,不責備,教出自動自發的孩子 山崎房一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730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SCE)教案 丁佩如等作; 陳淑齡, 楊政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747 臨床技能檢定中心之建置與運作 陳淑齡, 楊政議, 葉明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8380 沒人像我一樣在乎你: 那些藏在心裡不說的事 RING RI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25 家事小浣熊: 戴上頭巾就變得超愛乾淨 阿部千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32 小公主,向前走!童話小公主的心情療癒著色繪本詹詠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49 老木吼不吼: 艾莉媽的育兒趣事 艾莉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56 七年級變出百萬年薪: 魔術般啟動人生的六個策略卓天仁, 魔力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63 艷陽天預報: 拉拉熊的生活11 AKI KONDO作;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70 選擇沒有走過的路 BONBON法鬥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687 拉拉熊: 四格漫畫 Aki Kondo圖.文;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28694 小廚娘Olivia的美好食光: 讓家更有味道的幸福料理邱韻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31 翻開心裡的回憶: 再多不捨也要勇敢向前 RingRi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48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後宮交換日記 志銘, 狸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755 天醫點化 高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弘光科大臨床技能檢定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0096 小公子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作; 林玫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11952 掉落水槽的青蛙 張晉霖文; 洪文卿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1969 誰掉了尾巴 張晉霖文; 蔡美雲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1976 模糊的符咒 張晉霖文; 黃麗珍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1983 神奇的藥方 張晉霖文; 陳盈帆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2911990 成長學習創作繪本. 2 張晉霖企劃總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912003 聖誕禮物 張晉霖文; 李文斌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8906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台文十三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185 救救正常人 艾倫.法蘭西斯作; 黃思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208 羽的奇蹟 索爾.漢森(Thor Hanson)著; 吳建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307 古拉格的歷史. 下: 勞動工業營的瓦解(一九四0至一九八六年)安.艾普邦姆(Anne Applebaum)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314 1683維也納攻防戰: 哈布斯堡王朝與土耳其人的對決安德魯.惠克羅夫特(Andrew Wheatcroft)著; 黃中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321 感謝您為國效力: 那些傷兵、他們的家人,還有朋友大衛.芬柯(David Finkel)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巧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本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2

立村文化



9789865727338 俄羅斯一千年. 下: 從人民民主專制到新沙皇的崛起馬丁.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著; 周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8944 這些話，為什麼這麼有哏?: 名人毒舌語錄1200句艾瑞克.格茲漠考斯基(Eric Grzymkowski)著; 王定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51 衝突對話,你準備好了嗎? 裘凱宇, 楊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68 我是動物靈氣治療師: 讓我用雙手來為你創造愛的奇蹟彗星著;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75 幸福食堂: 當自然食材遇見料理職人 小川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8982 我這樣是不是有病? : 你不可不知的變態心理學 隋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667 我的創業和訴訟: 張家的故事2015年 張玉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086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02 人間的哲理 紀伯倫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19 聖經大智慧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26 猶太商人 藍天白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33 咆哮山莊 艾蜜莉.勃朗特著; 孫致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40 窮女人如何很快變有錢 莉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57 在加爾各答遇見 泰戈爾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64 好命的女人會把小錢變大錢 莉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171 看三國讀懂曹操 松本一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玉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本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365 麵包新趨勢-裸麥麵包專書: Zopf烘焙的裸麥麵包伊原靖友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72 奇妙隱形蛋糕 梅蘭妮.馬汀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89 不可思議!一鍋煮魔法PASTA 薇若妮克.柯凡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396 一個琺瑯盒: 家常必學甜滋味 渡辺有子等作; 許孟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402 一個琺瑯盒: 無奶油安心甜滋味 渡辺真紀等作; 許孟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419 正宗臺灣小吃126道: 微型創業家居小吃DVD版 朱秋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0426 一本萬利滷味121道 蔡萬利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416 石青畫會. 2016: 羅振賢 羅振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16 石青畫會. 2016: 羅振賢 羅振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23 石青畫會. 2016: 周龍安 周龍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23 石青畫會. 2016: 周龍安 周龍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30 石青畫會. 2016: 吳漢宗 吳漢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30 石青畫會. 2016: 吳漢宗 吳漢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47 石青畫會. 2016: 林永發 林永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47 石青畫會. 2016: 林永發 林永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54 石青畫會. 2016: 林錦濤 林錦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54 石青畫會. 2016: 林錦濤 林錦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61 石青畫會. 2016: 盧瑞珽 盧瑞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61 石青畫會. 2016: 盧瑞珽 盧瑞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78 石青畫會. 2016: 張進勇 張進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石青畫會



9789869281478 石青畫會. 2016: 張進勇 張進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85 石青畫會. 2016: 蔡麗雲 蔡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85 石青畫會. 2016: 蔡麗雲 蔡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92 石青畫會. 2016: 范雪梅 范雪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492 石青畫會. 2016: 范雪梅 范雪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809 石青畫會. 2016: 楊企霞 楊企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809 石青畫會. 2016: 楊企霞 楊企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816 石青畫會. 2016: 邱秀味 邱秀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816 石青畫會. 2016: 邱秀味 邱秀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1191 把你自己還給你. 2 周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9904 吃出健康自癒力: 中醫x西醫徹底改變體質的全方位養生飲食指南王曉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0135 乙級建築製圖應用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陳兩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142 專題製作. 問卷調查篇 丁琴美, WonDerSun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0173 iPOE A1輪型機器人應用與專題製作: 邁向IRA初級與中級智慧型機器人應用認證: C語言使用Arduino Mega梅克2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180 PVQC餐飲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0197 乙級儀表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林建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203 會計資訊系統: 實習教材(虛擬票據) 黃瀅娟, 林毓玲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550227 丙級餐旅服務學術科通關寶典 謝美美, 楊蕙娟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0234 BAP Documents文書處理Using Microsoft® Word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通關寶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0241 乙級儀表電子術科實作寶典 捷登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立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科大圖書



9789864550265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0272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Master CAM 劉宗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89049 計算機概論常用500名詞精解 李保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0326 乙級中餐烹調術科實作秘笈 凱瑜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333 PVQC餐飲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e檢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0364 聚焦英文文法完全攻略 林欣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01 微處理機設計與實務邁向AMA中級與高級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董勝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32 最新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 邁向CIW電子商務技術工程師(IBA)認證李保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49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56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項)學術科通關寶典周儷淑等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0210 App Inventor 2零起點速學指南含iBuildAPP範例教學附多媒體教學光碟呂聰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70 乙級建築製圖應用(電繪圖項、手繪圖項)術科實作秘笈A+D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487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550494 數位邏輯實習: 附TINA-EDISON模擬電路軟體試用版及實習報告書檔案張志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0500 BAP Presentations商業簡報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通關寶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0517 數學B. II(乙版) 施賢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524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術科實作秘笈 吳秀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548 PVQC美容彩妝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555 丙級網頁設計術科通關寶典(Dreamweaver CS6 + PhotoImpact 12)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57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實作指南(Windows 7+Word 2010)附贈學評系統(Word 2010)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0586 Word 2010實例演練: 含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學評系統與學科題庫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0593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Excel高效率全新解題技巧李權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0609 最新國際條碼概論與應用: 邁向GS1國際條碼追蹤追溯應用認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616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本設計術科實作. 1 陳美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623 最新數位多媒體概論: 邁向DMT數位多媒體綜合能力國際認證吳順治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630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550685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黃其聰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0692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TERA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746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學術科快攻寶典 TERA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0753 丙級室內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鄧登木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0777 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 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0784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0838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0869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通關寶典 食品檢驗編輯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0890 聊齋志異 蒲松齡原著; 盧源淡註譯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4550906 丙級印前製程圖文組版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使用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倪慧君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55094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0982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0999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002 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必勝寶典 李京倫, 江志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1026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通關寶典 王清崧, 楊瑞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1040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蕭柱惠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1057 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捷達工作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1071 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謙育, 楊瑋倫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1088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1156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Dreamweaver+PhotoImpact)含Photoshop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1163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455117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奪照寶典 寶鑑工作坊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1194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等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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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51286 升科大四技數學C IV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曾國旭, 陳建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1293 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陳富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1309 新世代計算機概論: ICT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適用陳恩航, 楊進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709 義大利美聲歌劇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16 浪漫大師威爾第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23 義大利寫實歌劇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30 歡悅靈動奧地利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47 禮讚不絕德意志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54 千古傳奇華格納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761 激情法國俄羅斯 劉岠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808 你的歌我來唱. 4: 當代中文藝術歌曲集 席慕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605 牡丹創意作品畫集. II 陳秀雄, 羅春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9832 女生力量訓練的第一本書 女生重訓同好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49 世界第一簡單馬達 森本雅之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56 夠了!我要辭職: 35歲、21個工作,廢柴追夢奮鬥史阿部涼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70 阿瑪的後宮生活: 阿瑪建國史 志銘, 狸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87 狗狗疾病圖解大百科 武內尤加莉監修;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894 吃薑,暖身又瘦身 生活健康研究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00 機械構造完全解體圖鑑 和田忠太作; 魏長清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17 日本生髮權威搶救掉髮危機: 不吃藥、不做療程養成健康毛囊岡嶋研二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24 世界第一簡單社會學 栗田宣義作;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世界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世界古今藝術



9789865779931 東歐復古小時光: 共產懷舊小物,重現一日生活 ISKRA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48 斷糖飲食打造燃脂體質: 營養療法醫師教你蛋白質飲食策略,易瘦、抗老、防憂鬱姬野友美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55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圓圓的三角函數篇 結城浩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79 世界第一簡單統計學 高橋信作; TREND.PRO漫畫; 林羿妏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86 世界第一簡單有機化學 長谷川登志夫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9993 大人的昆蟲學 メレ山メレ子著; 藍家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08 蘋果膠生食療法: 斷糖.整腸.排毒.防癌 田澤賢次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15 質感行銷哲學: 成城石井的不削價經營法 上阪徹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22 檸檬水,這樣喝最正確 李鴻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39 休日小農.親子生活提案: 我家的里山教育 馬場未織著; 簡毓棻, 謝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46 世界第一簡單免疫學 河本宏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53 醫學博士爸爸的寶寶超健康食育書: 飲食小變化,體質大轉彎蓮村誠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60 看漫畫的小孩不會變壞,看奇片漫畫的才會 正港奇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77 勇氣心理學: 阿德勒教你不討好他人,活出自我 鈴木義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84 圖解高血糖控制,有效降血糖的70個方法 淺野次義著; 李久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791 黑豆簡單吃,瘦出好體質 吳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02 健康由脊椎開始: 礒谷療法的奇蹟 礒谷公良著; 陳倉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19 世界第一簡單CPU 澀谷道雄作; 衛宮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498 品格,是一把鑰匙: 開啟腦中的幸福力量 施以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029 皇母訓子十誡釋譯 鄭鐵城述解 一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主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181 走進最有意思的中國畫 金銖, 孫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19 道德叢書 (清)陳鏡伊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605433 聖學根之根.第四: 幼學瓊林(漢語拼音版) (明)程允升, 因緣生居士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40 聖學根之根. 第五: 孝經序 孝經 百孝詩(漢語拼音版)(清)俞葆真, 因緣生居士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57 聖學根之根. 第六: 太上感應篇 文昌帝君陰騭文 中藥藥性歌訣 中藥十八反歌訣 中藥十九畏歌訣(漢語拼音版)因緣生居士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64 聖學根之根. 第七(漢語拼音版) 因緣生居士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71 笠翁對韻新注(國語注音版) (清)李漁撰; 因緣生述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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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22555 新聞公害的批判基礎: 以涂醒哲舔耳冤案新聞為主例林元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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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仕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世界



9789866797200 人文阿振 幸福天盛(日文版) 鄭永豐, 彰化縣天盛國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4451 惡霸上司搞曖昧 糖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68 前夫不安分 寶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75 美男調教守則 元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82 侯爺長命又百睡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499 猛男馴服日記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05 花男歸我管 寶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12 招錯乞兒來侍寢 貞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29 妹夫 樂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36 侯爺吟詩來作對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43 美男追我跑 寶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550 萌寵系女友 可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223 典範 正修五十: 正修科技大學五十周年紀念專輯正修科技大學創校五十周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著 精裝 1

9789865689230 劉國松現代水墨特展專集: 正修五十校慶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261 蕭勤.抽象特展專集: 正修五十校慶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261 蕭勤.抽象特展專集: 正修五十校慶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正修科大



9789865689278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審查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89278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審查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89278 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正修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審查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247 機電&醫學工程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2015年 Jui-Chang Kung[作] 平裝 1

9789865689247 機電&醫學工程與應用國際研討會. 2015年 Jui-Chang Ku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6673 穿越黑暗的護照: 揭露蘇丹孤兒的真實苦境 金柏莉.史密斯(Kimberly L. Smith)作; 陳芳如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36887 癌症放任自然療法: 無毒副作用的癌症最佳療法劉接寶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7436894 慢性病最有效的自然療法: 食物和疾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林勝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8222 禪詩禪書禪話. 二 嚴建忠, 嚴立楷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堂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正修科大機械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134 勞動基準法解釋令.判決彙編 周昌湘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4854141 別讓共有綁死不動產: 活用共有不動產法律看招李永然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158 市地重劃實務全輯 莊仲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165 記帳.報稅錯誤160問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4854189 管好你的公寓大廈 許啟龍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4196 公寓大廈管理法律一本通 戴東雄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202 共有土地處分實務與技巧: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高欽明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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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82243 成為榮耀的新婦: 門徒訓練之路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50 瑜道佛. 貳 黃思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267 瑜道佛. 貳 黃思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2366 一步: 認識新婦(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410 就算世界末日也要去流浪 吳時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26 執法英文字彙手冊 柯慶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40 破夢 日輪金剛上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57 黑貓白貓集 鍾春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595 雞在前: 揭開生物進化的千古之謎 張堅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25 一階: 認識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32 一階: 認識新郎(學生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49 一步: 認識新婦(學生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56 世博論: 哲學新創 藍世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70 豐盛的光 太陽盛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687 絲柏樹大道1603號 鮪魚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白象文化



9789863582694 爵士吉他生存手冊. vol.1 劉展勳, 葉琮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00 和尚理髮廳 釋理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17 談繁說簡話同文 李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24 歲華文菁: 中國傳媒大學本科優秀論文集 王永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31 藝海心箋 張紹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62 環境教育行動學習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 洪慶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79 讓生命故事流動: PLAYBACK-為愛而演 張馨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86 艾蒿的香味 大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93 武俠部落 呼延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16 楊錦木回憶錄 王碧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47 化學偵探居禮先生. 2 喜多喜久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54 采詩散文集: 訪錢鍾書故居 采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61 迷迭香的名字 集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78 武俠鏢局 古詩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15 原來風水這樣看: 帶你一起揭開風水的神秘面紗蔡易真, 李奇峰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85 世界經典戰鬥機 楊振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892 種子銀行: 金融業的大未來 林秉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08 一起付還是各付各的?為何東西方經商行為如此不同李少民著; 陳弘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22 塵爆卅日 汪郁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39 我想大聲說愛你. 一, 傾心 烏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46 Tonia&vera's wonderand Vera Pao著; Tonia Pao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960 飛躍.中南美 鄧予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11 雲行錄: 馬哈希四念處內觀禪修體驗實錄 宋雲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28 一路就是榮耀與主行 晨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59 工廠品質管理SOP實戰 王祥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66 我詩故我在 吳明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80 蝸牛記. 二, 日月潭篇 黑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097 異想天開之引筆揮毫: 草書急速入門 張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583110 ㄚ盛亂談之男女極短篇 陳重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196 兩片葉子一片心: 澳洲臺商納維康經營傳奇 周君怡採訪整理; 水邊, 周君怡撰稿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085 福氣臨土城: 土城地區土地公廟訪查實錄 呂江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5624 真假外道 正光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31 勝鬘經講記.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48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55 維摩詰經講記. 第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62 維摩詰經講記. 第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79 維摩詰經講記. 第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86 維摩詰經講記. 第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693 法華經講義. 第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709 勝鬘經講記.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16 勝鬘經講記. 第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23 勝鬘經講記. 第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30 勝鬘經講記. 第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47 勝鬘經講記. 第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54 法華經講義. 第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61 法華經講義. 第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78 法華經講義. 第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785 法華經講義. 第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6

石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3706 真實的敬拜者 張漢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3799 神所尋找的人,就是你! 林恩美著; 呂秀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805 我是幫助你的神 金聖惠著; 張漢業, 柳珍姬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6419 文昌帝君陰騭文導讀 李奕寬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36419 文昌帝君陰騭文導讀 李奕寬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793898 編織彩虹橡皮圈歡樂多 許瑜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04 補運開運敬神摺紙. 13輯 王美子原創; 莊翊禛解析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11 茗壺收藏圖鑑 江連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28 最新幸運手環DIY合輯203款 陳夏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35 扯鈴101 Handbook of Diabolo 黃光獻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42 馬蛋摺紙機器人大戰恐龍護101 蘇志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59 一次就成功手工皂123 劉柏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66 豆豆森林種子盆栽發芽百分之百 張琦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73 曼陀羅心靈紓壓彩繪 黃淑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80 珍珠帶.皮感布感織帶.亮彩帶新編織包 張玉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3997 鉤針玩偶創品牌鉤娃趣 林燕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石牌福星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民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以斯拉



9789577794000 飛禽走獸療癒摺紙 林勝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24 環保健康珍貴漢方手工皂 范孟竹, 張淑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31 曼陀羅吉祥彩繪著色技法 黃淑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219 林布蘭特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271 全民國防 沈明室, 楊繼宇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288 防衛動員 沈明室, 幼獅編輯小組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301 小若的神祕朋友 溫小平文; 恩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318 薄荷香女孩 謝倩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325 阿頓來了! Je vous pr'esente Gaston! 拉菲兒.費里葉(Raphaele Frier)文; 克萊兒.法蘭妮克(Claire Franek)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332 我有舒適的窩 瑞奈(Renne)文.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349 我留下足跡 瑞奈(Renne)文.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356 大樓換新裝 陳正治作; 林傳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370 包場看電影 李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40061 讀書不難、考試不怕 慕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1083 愈花愈有錢,跟著有錢人學理財! 馮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496 工業4.0: 結合物聯網與大數據的第四次工業革命Alfons Botthof, Ernst Andreas Hartmann編; 劉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02 居家穴位調養的第一本書: 按一按、揉一揉,就能照顧全家人健康李志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33 臺中。城市輕旅行: 文創X美食X品味 一網打盡 林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40 別人家的碗櫃: 一只碗一對杯都是故事 張旻, 朱允庚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57 戰勝巴金森病: 從認識、治療到居家養護 村田美穗監修;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四塊玉文創



9789865661564 翻轉旅程: 不一 樣的世界遺產之旅 馬繼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71 熟女OL的飛行員夢想: 拋開包袱,向夢想飛去 張玉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588 Eclectic Asia髮現亞洲套書 Pivot Point International Artistic Team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61595 出發!毛小孩來去民宿住一晚: 全臺42家寵物友善民宿之旅葉潔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01 倫敦地鐵購物遊: 5大區人氣商圈x300家精選好店,時尚達人帶你走跳倫敦蔡志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18 唐飛,從飛行員到上將之路 王立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32 慢旅.臺灣: 15條深度旅遊路線,看見臺灣最美的風情馬繼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49 設計師沒告訴你的省錢裝修術 Aik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56 YouBike遊臺北: 大臺北15區x58個站x220個特色景點許恩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63 尋味臺中: 你不知道的臺中食光 岳家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39797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于美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33 波奇好好吃: 愛蜜莉的貓奴養成日記 愛蜜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40 13劃,愛: 13個我們痛過才懂的愛情道理 角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57 發現新大陸 王大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39995 終疆. 4, 蘭都爭霸 御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9118 末等魂師. 1, 廢材其實是土豪?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9125 吸血鬼之花. 1, 契約 申智恩作;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9132 離別前,再說一次再見 櫻川咲渚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9149 吸血鬼之花. 2, 抉擇 申智恩作;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202 邊邊男孩 呂如中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禾圓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982 越車越遠 葉覓覓圖.詩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29425 順順逆逆 葉覓覓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7657 運動傷害急救與防護 Melinda J. Flegel原作; 李恆儒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756 運動生物力學 Peter M. McGinnis作; 張至滿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763 物理治療精選. 10, 物理因子治療學 劉明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787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Robert S. Weinberg, Daniel Gould作; 季力康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287800 物理治療導論 廖華芳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6287817 物理治療精選. 7, 骨科物理治療學 陳世銘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6287824 高爾夫: 邁向卓越 Paul G. Schempp, Peter Mattsson原著; 張至滿譯 平裝 1

9789866287831 健身路跑訓練: 從短程到馬拉松跑步的78種訓練Richard L. Brown原著; 林貴福等譯 平裝 1

9789866287855 物理治療精選. 9, 小兒物理治療學 張華彰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4789 世界節慶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802 亞森羅蘋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819 福爾摩斯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4826 最Q動物趣味百科: 野生動物 B.M動漫工作室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833 最Q動物趣味百科: 可愛動物 B.M動漫工作室編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楓書局



9789862434840 最Q動物趣味百科: 鳥類和昆蟲 B.M動漫工作室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857 最Q動物趣味百科: 海洋生物 B.M動漫工作室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864 動物王國向前衝!: 3D擴增實境互動APP!和各地的動物們一起探索世界吧幼福編輯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871 交通工具向前衝!: 3D擴增實境互動APP!和各種交通工具一起增廣見聞吧幼福編輯部著 精裝 1

9789862434888 名人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4895 蔬果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362 神社漫遊,京都御守小旅行 中西惠里子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79 義大利美食深度行旅: 獨立雜誌總編帶路,尋味在地隱藏版圖松本浩明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86 Vintage Heart!復古時尚著色畫: 療癒繪圖、手作貼紙與小物,最時髦的歐美系著色書朴智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393 Le Petit Prince小王子行星漫遊著色本(中英文版)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Bunny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409 筆尖美學: 沾水筆英文書法、摩登字體的第一本書莫莉蘇伯索普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4663 逗比姑娘闖君心. 卷一, 公子看招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670 明日歌 楚惜刀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74687 山田戀. 卷一, 穿越這件小事 雪妖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694 逗比姑娘闖君心. 卷二, 笑鬧驚宮 二分之一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4700 明日歌 楚惜刀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世潮



9789866660320 陶瓷手記. 3, 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 謝明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60337 圖畫如歷史 陳葆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614 323天最棒的歸零旅行!. vol. 1, 謝謝: 東京 范華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621 323天最棒的歸零旅行!. vol. 2, 試驗地獄: 西東京范華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638 323天最棒的歸零旅行!. vol. 3, 宝物: 雪中的料理范華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645 323天最棒的歸零旅行!. vol. 4, 贈物: 京都 范華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193 他們的文學時代: 新世代創作者眼中的大師 行人文化實驗室企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918 致我們的朋友 隱形委員會Comité invisible作; 鄧逸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925 抄襲經濟學: 模仿如何激發創新 卡爾.勞斯迪亞(Kal Raustiala), 克里斯托夫.斯布里格曼(Christopher Sprigman)作; 老卡, 蔣漫, 連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786 法國女人教我的事. 2: 如何愛 潔米.凱特.凱蘭(Jamie Cat Callan)作; 次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5793 在地面翱翔: 飛航安全始自地面,透視航空地勤內幕華明琇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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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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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百丈山力行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田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人文化實驗室



9789868356337 大圓滿禪定休息. 一, 前行分 慧門禪師講述 再版 平裝 1

9789868356344 大圓滿禪定休息. 二, 正行分 慧門禪師講述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107 景注公孫龍與名家: 圖象思維的再詮釋 景鴻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21 魏晉風俗十一講: 另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 王岫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38 穿過荒野的女人: 華文女性小說世紀讀本 蘇偉貞, 劉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45 哲學心靈與現代關懷: 哲學概論的第一課 陳弘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52 Shifting boundarie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Scott, Carolyn F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169 醫無反顧 林啟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809 和菓子的約束 睦月弘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520 線。線之間: 鄭麗雲 鄭麗雲作 精裝 1

9789869201520 線。線之間: 鄭麗雲 鄭麗雲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786 活用R語言從電影資料學習大數據分析技術 吳偉文, 李右婷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元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向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517 月光之上 施富金述; 魏棻卿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008 一日一冥想: 25堂名畫課帶你走向靜心、活出完全覺知的自己克里斯朵福.翁德瑞(Christophe Andre)著; 劉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046 用手雕塑的建築:「土團屋」建造指南及住居哲理,在這顆行星上最環保、最負責任的居住方式伊恩多.伊凡斯(Ianto Evans)作; 湯今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38 小王子靜心著色畫: 獻給每一位渴望朋友的孤獨大人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Fleurus出版社編輯群合著; 劉憶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69 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唐朝趣史 劉永連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90 雙手合十,一無所求 藤原新也著; 尤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927 淵海喜忌隨筆 梁湘潤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8338 記帳士5合1應試寶典 齊得勝, 蘇廷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918 警專數學 侯哲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925 警專地理 林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8932 警專數學搶分題庫 侯哲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8949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同心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9789862658987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8994 高普特考英文搶分題庫 洪菁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007 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高全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014 絕對制霸入出國及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021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江承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038 絕對制霸英文 洪菁珮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9045 新多益重量級單字&片語大公開 夏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052 不死背: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之觀念整合李承峻, 劉靜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069 衛生法規與倫理(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076 搶分題庫衛生行政學(含概要) 王致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083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113 圖解制霸教育行政學 楊宏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137 導遊人員關鍵破解 張萍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144 領隊人員關鍵破解 張萍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151 行政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168 民事訴訟法體系架構與爭點整合 李知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175 圖解制霸衛生法規與倫理(含概要) 王致勝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9182 不花錢學筆記王Know-How 王乾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199 移民法規概要搶分題庫 林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205 絕對制霸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9212 線性代數的天龍八步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5968 糖尿病保健新知識: 飲食、運動與用藥の全方位生活指南李興春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75975 易經的智慧 任犀然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805 未知生物大百科 学研教育出版編著; 王榆棕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西北國際文化



9789869236812 90%健忘就靠食療解決 蓮村誠著; Anna K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836 失落文明大百科 學研教育出版編著;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843 UFO&宇宙人大百科: 107則幽浮與外星人造訪地球實錄揭祕學研教育出版編;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850 世界記憶力冠軍的高效記憶筆記 君特.卡斯騰(Gunther Karsten)作; 樓武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736 人,不會死: 知道有靈魂的存在,你會活得不一樣嗎?矢作直樹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355 明初外史 王學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804 「數位魅影」國際數位藝術特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407 倫敦,藝遊未盡: 在地創意人的私房藝文靈感基地牛沛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421 TABATA之父揭開瞬間燃脂的秘密 田畑泉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438 挑新鮮!買V.S.不買一目瞭然圖鑑 日經會社日経BP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452 知男而不退: H犀利解說,男人這種生物 H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469 好想睡覺的小兔子 Varl-Johan Forssen Ehrli作; 幸佳慧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米創意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地平線文化



9789861364469 好想睡覺的小兔子 Varl-Johan Forssen Ehrli作; 幸佳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64476 眼睛與牙齒的保健全書 日經休閒編輯部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483 鬆肩頸，斷開百病源: 疏通全身能量的肩頸釋壓操林蓓莉作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64490 讓孩子在情緒裡學會愛 魏瑋志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341 愛麗絲的奇境冒險 路易斯.卡羅著; 楊恩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58 菁英都是閱讀控 神田昌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72 就是比你早下班的整理術 Liberal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89 快來和我做朋友嘛!: 30則暖心就能交心的萌喵語錄林慶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96 東大生的無敵學習法: 不論學業或工作,都能駕輕就熟、事半功倍!清水章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402 前任情人給他死: 走出情傷、遺忘Ex們的消氣小藥帖，讓你不再捶心肝!蕾貝卡.貝爾川(Rebecca Beltran)著; 亞德利亞.佛魯妥斯(Adria Fruitos)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426 1分鐘聊出影響力: 超過180萬人見證,無須長篇大論、輕鬆取得對方信任,職場、情場全制霸!石井貴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99903 全世界都在玩的科學遊戲 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一版二刷 平裝 全套 1

9789576599910 槍砲與薔薇 桔子樹著 平裝 全套 1

9789576599927 情劫難逃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34 墓室來客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41 亡靈咒怨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58 邪村魅影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65 揚起你的嘴角: 給自己40個微笑的理由 李雲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72 關於財富的100個故事 陳鵬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72 關於財富的100個故事 陳鵬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好的文化



9789576599989 就愛這個味道: 完美女人都在學，妳還在等什麼?柳安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04 關於佛教諸佛的100個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11 借胎還魂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35 荒山妖塚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42 暗夜盡頭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59 關於財神的100個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66 菠菜的N個吃法 徐淑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80 品味臺灣老茶 林志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97 了解西方文化逃不掉的100個典故 劉思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10 開棺驗史: 中國歷代皇帝死因大揭密 冷山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27 淘金: 世界富人排行榜上,富人最愛看的100個財富故事陳鵬飛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452 男孩?女孩?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m)繪; 謝蕙心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469 河馬波波屁股大 迪迪耶.李維文; 馬克.布塔方圖; 謝蕙心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6784 全島要塞化: 二戰陰影下的臺灣防禦工事. 1944-1945黃智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07 民主在退潮: 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著; 湯錦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07 民主在退潮: 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著; 湯錦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14 宋詞背後的秘密: 唱情歌、論時政,宋代文青的面貌,原來藏在宋詞裡!林玉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21 日本記憶大師教你啟動考試腦: 沒時間、記不住、幹勁無法持續的學生也能在短時間內考出好成績椋木修三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38 血糖解方十日斷糖排毒法 馬克.海曼(Mark Hy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52 如何閱讀一本小說及其他 溫蒂.雷瑟(Wendy Lesser)著; 劉曉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米奇巴克



9789866006869 不懂帶團隊,那就大家一起死!: 行為科學教你把豬一般的隊友變菁英石田淳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6876 為什麼你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 停止內疚、恐懼,別再製造藉口,過你想過的生活偉恩.戴爾(Wayne W. Dyer)著; 林麗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367 歡樂城堡: 歡迎來我家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374 歡樂城堡: 健康廚房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381 歡樂城堡: 動物星球 李思娉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22398 歡樂城堡: 天才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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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1841 鍾江澤. 2003-2015 郭怡孜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105 科學與產業: 通識課程讀本 紀國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5058 烤箱讀書會: 點心好好玩 劉清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風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吉的堡網路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0942 徐氏數學指考數甲衝刺DIY 徐清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942 徐氏數學指考數甲衝刺DIY 徐清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959 徐氏數學指考數乙衝刺DIY 徐清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0959 徐氏數學指考數乙衝刺DIY 徐清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508 慢慢來,沒關係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武亦男文; 蔣沛華插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316 中梵外交史: 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 陳聰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1952 這溫柔來自何處: 紅樓夢裡的愛情命運 朱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69 大島小島 廖鴻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76 狗日子.貓時間: 韓良露倫敦旅札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83 想見,看見,聽見: 走出鏡頭之外 阮義忠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990 最美的是霧 林文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008 寫在風中 馮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015 老童年: 美好,很久之後才明白 賴鈺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022 基隆的氣味 鄭栗兒, 鄭順聰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039 與老子笑弈人生這盤棋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啟文化



9789869202046 小吃研究所: 帶著筷子來府城上課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02053 小吃研究所: 帶著筷子來府城上課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02077 默拍京都: 用深刻,找回一縱即逝的美好 阿默mookio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084 在他鄉 阮義忠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091 露水京都 韓良露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412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 第三期 黃子庭寧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236 活出正能量.讓愛流動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9236 活出正能量.讓愛流動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9243 相應阿含選讀.禪觀心要. 一 淨光法師選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018 聽画貓 高閑至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118 萌火無限: 臺灣青年陶藝獎雙年展. 第二屆 吳鸝萱主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策略投資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光設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編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362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48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004 漂洋過海的瓶子 張慧婷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00 古典詩詞花園: 一起穿梭在唐至清代一一五首詩詞花叢間夏玉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807 殯葬倫理思想探微: 教育社會學觀點 陳美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46219 華力進教授自傳暨紀念文集. 1924-2011 華力進, 華筱玲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象品牌形象策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圍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藥品雜誌



9789863900511 101個漢字: 提升你人生的高度 老范行軍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566 頌鉢與身心靈整合療癒 彼特, 楊力虹, 蘆啟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573 借力 使力 不費力: 36計 成功打造雙贏的商機 陳霆遠, 韓謹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580 將來的你: 會感恩現在永不放棄的自己 奧里森.馬登著; 佘卓桓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597 轉化心念: 福滿人間 翁瑞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03 Hold得住 離成功更進一步: 格局決定你的未來 張鸝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10 此刻決定蛻變 童言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27 你讓我的世界永不寂寞 吳小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34 伊薩朵拉.鄧肯傳奇 伊薩朵拉.鄧肯著; 張慧新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58 認識自我 讀懂他人: 九型人格心靈密碼學 問道, 黃亞男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618 燦然: 楊淑惠油畫創作集 楊淑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98315 無線區域網路 簡榮宏, 廖冠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9626 基礎工程數學 曾彥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99763 資料結構入門: 使用C語言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199923 質譜分析技術原理與應用 臺灣質譜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387 電腦輔助繪圖AutoCAD 2016 王雪娥, 陳進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455 Xilinx Zynq 7000系統晶片之軟硬體設計 陳朝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714 行銷學 耿慶瑞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254 分析化學實驗 張國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印象畫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729 我發瘋的那個月: 抗NMDA受體腦炎倖存者自傳蘇珊娜.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作; 張瓊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736 資訊分享,鎖得住?還在抱怨盜版?可是,網路科技已經回不去了。柯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作;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743 巧用腦科學,學英語快一倍 加藤俊德作; 駱香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9750 品嚐的科學: 從地球生命的第一口,到飲食科學研究最前線約翰.麥奎德(John McQuaid)著; 林東翰, 張瓊懿,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561 說客遊戲原是夢 陳朝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867 貝多芬失戀記: 得不到回報的愛 路德維希.諾爾(Ludwig Nohl)原作; 安妮.伍德(Annie Wood)英譯; 陳蒼多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3874 至高の音樂: 百田尚樹的私房古典名曲 百田尚樹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28996 余金龍著作集. I, 三島由紀夫論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507 戀戀石板屋外的笛音: 記pairang pavavaljung許坤仲先生的愛戀笛音伊誕.巴瓦瓦隆故事撰寫.詩詞 第一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合慶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伊誕創藝視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米樂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樂出版

送存冊數共計：8

行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6371 名龍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16年 Tomas lai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7434 經營快樂: 賣什麼不如賣快樂,迪士尼的財富秘密攻略張岱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3978 世界陰謀全史 海野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3985 外商菁英必備的100個關鍵商業概念 傑洛米.寇迪(Jeremy Kourd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1007 有錢人跟你吃的不一樣 杉浦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1014 15秒,說服所有人 美月あき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1021 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 琳達.提拉多(Linda Tirad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1045 立刻就大賣的超強銷售術: 77個立即刺激銷售、擴大獲利、擊潰競爭對手的好點子大衛.紐曼(David Newma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107 可不可以勇敢挑戰: 彎彎的應援,為自己Fight again!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114 北海道央男子休日 男子休日委員會企畫.寫真.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121 好媽的國際中文版 宅女小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138 不只2倍可愛: 小豬小羊的成長札記 大羊文字; Cherng插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自轉星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名龍育樂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9789869202145 乙女日帖 林怡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672 心理學是最巧妙的商戰武器: 即效!超圖解!在關鍵10秒扭轉局勢的溝通法則一条真也監修; 造事務所編;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89 12堂撼動世界的財經課: 當金融風暴常態化,我們該如何預測下一個震央?倉都康行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696 重點不在你多優秀,而在你想多優秀: 英國創意大師的不乖成功學保羅.亞頓(Paul Arden)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702 一寫就熱賣: 照抄就很好用的101個推坑寫作術 山口拓朗著; 吳佳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719 輕鬆駕馭壓力 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薛怡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719 輕鬆駕馭壓力 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薛怡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726 可侵犯的尊嚴: 一位德國律師對罪行的13個提問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著;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726 可侵犯的尊嚴: 一位德國律師對罪行的13個提問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著;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8931 釋古疑今: 甲骨文、金文、陶文、簡文存疑論叢朱歧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221 西遊記考論: 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 謝明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525 二十世紀中葉世界大局面面觀 宋文明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宋氏照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心講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里仁



9789868996694 玉皇普度聖經 李瑞烈註講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3959 芈月傳 蔣勝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3966 芈月傳 蔣勝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3973 芈月傳 蔣勝男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3980 芈月傳 蔣勝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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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08040 經濟未來 鄧玉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057 2030創意大未來圖像創作: 競賽入圍作品集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703 住淳善池 沐白毫光: 白毫禪寺境教法語輯 釋禪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714 畫說水陸法會 釋如常主編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9242769 玄奘大師: 一代玄奘大師全傳 陳景富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2776 玄奘大師: 一代玄奘大師全傳 陳景富作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毫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未來研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8834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吳俊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458 鐵路佐級運輸營業: 題庫一本GO 志光名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289656 民刑法總則主題式申論題庫Q&A 陳曄, 周昉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670 行政學申論題必勝訣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694 心理學Free Book 喬伊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724 記帳士國文: 作文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731 記帳士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304 比較教育 羅正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755 企業管理 吳俊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762 灌溉管理組高分速成 郭雋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779 警專地理 林必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786 各國人事制度 張秉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809 歷屆主題式經濟學測驗題庫Q&A 許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854 最新事務管理 郭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289878 土地行政大意 林育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885 常用英文句型100(高普考用) 王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892 常用英文句型100(郵政特考用) 王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9922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 蘇允成, 蘇仁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289946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 吳俊, 吳江林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1289953 交通行政(大意)3Point 林敏玄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289960 行政學(概要)大意 程明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289977 國文測驗: 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106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984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原住民族發展史). 106版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1289991 行政學主題式歷屆試題全解. 106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33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完全攻略. 106版 林嵩編著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4720002 法學大意. 106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40 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26 初等會計學大意. 106版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64 公民. 106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71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106版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088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歷屆試題分章全解(鐵路專用)吳俊, 吳江林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009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Q破題書(臺電專用)吳俊, 吳江林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0101 郵政法規(內、外勤適用) 林敏玄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0118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解析與釋例 郝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125 企業管理(郵政使用) 公孫策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0132 企業管理 公孫策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0149 郵政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0156 記帳士: 會計學(概要). 105版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187 企業管理(鐵路專用) 公孫策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0194 銀行考試: 會計學(概要). 105版 陳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200 國文測驗題綜覽: 鐵路特考用 謝金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0231 郵政法規題庫Q&A 林敏玄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0248 郵政國文測驗: 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105版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0255 郵政考試: 郵GO會說Easy Pass! 張力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463 評茶與鬥茶 林瑞萱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坐忘谷茶道中心



9789865776800 圖解英語單字王(口袋書) 王琳詔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865776817 日語必學50音+句型+會話(口袋書) 佐藤生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5776923 New Connection Intro Essentials Andrey Dubinsky等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5776930 New Connection 1 Essentials Andrey Dubinsky等編 2nd ed 其他 1

9789865776947 New Connection 2 Essentials Andrey Dubinsky等編 2nd ed 其他 1

9789865776954 New Connection 3 Essentials David Edward Keane等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033 Collins Work On Your Phrasal Verbs Jamie Flockhart, Cheryl Pelteret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040 SPOTLIGHT 1 Guiding You to English Proficiency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le Corsini作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057 SPOTLIGHT 2 Guiding You to English Proficiency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le Corsini作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064 Listen Up: Improving english proficiency through listening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0088 生活實景彩繪 情境式英語圖解字典 沛馨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095 全民英檢初級必考關鍵2,500字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101 CNN主播教你經典英文片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118 TAKING OFF Book. 3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4410132 新多益13大情境學習指南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156 升科大.四技二專: 統測完全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200 出走吧!!玩食男: 首發站:臺灣.澎湖群島旅遊漫畫我我團隊作; 郭晉昂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949 新手也不失敗の基礎麵包40款 石澤清美作; 方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956 小廚娘變大廚的67道創意料理養成術 朴仁景作;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963 花型蛋糕點心BOOK 柿澤安耶監修;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我我設計工作室



9789869112970 3分鐘快揉麵糰: 輕鬆做出33種天然原味の圓麵包&貝果幸榮作; 程蘭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987 打造我的法式小家 鈴木博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2994 走進巴黎人的家 鈴木博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902 娜娜媽的天然皂研究室 娜娜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919 加顆蛋吧! 經典蛋料理の美味提案 Andrea Slonecker作; 林潔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1926 我的幸福鬆餅時光 孔苑珠作; 李聖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1868 樂活護足一生: 腳底眼鏡 江晃榮, 廖品潔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4433 挑戰人生的極限,OJI生命故事 曾子鍵, 邱莉慧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129 出賣音樂: 袁永興流行音樂行銷 袁永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286 新知研討會養雞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4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293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4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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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豆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欣芸音樂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宏欣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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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5724566 初學者也能輕鬆學會的花草水彩畫 高橋京子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573 愛上麵包L'Amour du Pain Philippe Bigot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580 新手也會作吃了會微笑的起司蛋糕 石澤清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597 輕鬆學彩繪: 川島詠子の花草彩繪圖案集105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603 免奶油OK!植物油作的38款甜.鹹味蛋糕&馬芬 吉川文子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610 動手作自然風雜貨玩布置: 自然風簡單家飾DIY foglia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634 好吃不發胖低卡麵包 茨木くみ子著; 夏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1311 第七本相簿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28 閱讀一點靈: 深耕語文能力的二十二個小故事 廖文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397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節儉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03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忍讓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10 向歷史人物學品格. 慎獨篇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27 童話運動會: 發呆體驗營 九色芬發媽咪童話; 九色芬童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34 國高中國文作文應考祕笈 陳碧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41 魔市少年 跳舞鯨魚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58 小學生寓言故事: 溫馨親情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65 小學生寓言故事: 自立自強 錢欣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72 看懂孩子在想什麼!: 100幅兒童繪畫的心理秘密 黃俊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489 尋找回家的路: 漢字國歷險記 周旭東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967 實習醫師鬥格 陳建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74 一道光一世情緣 念吉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730 默想受苦十架: 追溯基督的加略山腳蹤 弗雷德里克.李海(Frederick S. Leahy)作; 鍾越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47 應許的神: 聖約神學導論 麥可.荷頓(Michael Horton)作; 駱鴻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54 字字珠璣: 細讀約翰福音 馬克.強斯頓(Mark Johnston)作; 林千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61 誰殺了加爾文主義: 怎樣摧毀一個完美的神學 葛瑞格.達徹(Greg Dutcher)作; 駱鴻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78 改革宗敬拜: 根據聖經的敬拜 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作; 卓君威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785 信仰的基石: 我怎麼知道我將活到永遠? 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劉怡吟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9717 人生有味: 側身服務巨輪 賴東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62 爸爸,我不會忘記你: 心輔系教授記錄失智父親的生活點滴邱珍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79 淵遠流長話臺語 王華南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86 石室與漂木: 洛夫詩歌論 李翠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9793 從「在地」到「臺灣」: 「本格復興」前臺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洪敘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01 英語與翻譯教學之觀念與實務 廖柏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18 萬疊春山一寸心: 古典詩詞論稿 陶子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32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 第一輯 李怡, 張堂錡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49 教你讀唐代傳奇: 聶隱娘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秀威經典

送存冊數共計：12

宏冠



9789869237956 新詩新探索 渡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63 新詩十家論 白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70 英語辭彙不NG: StringNet教你使用英文同義字 李路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87 法蘭西之夢: 中法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 段懷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37994 老來可喜(大字版) 畢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05 詩心與詩史 李瑞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12 詩及其象徵 李癸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29 臺日韓女性文學: 一場創作與發展的旅程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作 一版 平裝 2

9789869249836 致我們的青春: 臺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的網路小說產業發展謝奇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43 林憲鳴(雲子)用玄學談老子<> 林憲鳴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3111 那些年,我們愛的步步驚心: 臺灣言情小說浪潮中的性別政治楊若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210 <>追蹤 劉守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48 現代口承神話的民族志研究: 以四個漢族社區為個案楊利慧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586 歷史與人生: 中國大陸純文學三十年 畢光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616 光的折射 游鍫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623 看新聞學經濟: 25則實用報導,教你活用經濟學 翁志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647 流動偵測站 周慶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715 作家之家. 2015年卷 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026 不一樣的路: 夢想之境 沒有地圖 王麗娟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宏津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6843 向上一路 綠聖宗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750 讓顧客的錢自動流進來: 把客戶變訂戶,定期掏錢、一消費就是好幾年約翰.瓦瑞勞(John Warril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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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5260 胖胖糖日記: 我們會相愛到永遠 許雅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595 透析手冊 John T. Daugirdas, Peter G. Blake, Todd S. Ing原著; 陳忠祺等編譯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213 新圖解藥理學 Karen Whalen作; 陳玉芬等譯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220 麻州總醫院內科手冊 Marc S. Sabatine作; 鄭昌錡, 張克威譯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551 婚姻解密: 以上帝的智慧來面對委身的複雜性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凱西.凱勒(Kathy Keller)合著; 趙剛譯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希望之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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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特庫爾

送存冊數共計：2

佛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茲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143 心理韌性訓練: 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丹尼斯.穆藍納(Denis Mourlane)著; 莊仲黎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150 識人!案情並不單純: 德國偵訊專家教你讀透人心、判別真相狄特.賓迪希(Dieter Bindig), 雪莉.米榭拉.索爾(Shirley Michaela Seul)著; 劉于怡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167 你真的有被討厭的勇氣嗎?: 9大自我評量表與實踐故事岩井俊憲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174 2小時讀通!用得到的日本史 石黑擴親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174 2小時讀通!用得到的日本史 石黑擴親著;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868 遠惑趣道. 第一輯 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4875 真假邪說. 上冊 正安法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4882 遠惑趣道. 第二輯 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44899 真假邪說. 下冊 正安法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0258 臺灣現代繪畫先驅-李仲生: 從八大響馬談李仲生的藝術教育與創作楊鼎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933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四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40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五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57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六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64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七年級)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宏國印刷

究竟



9789869128971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八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88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九年級)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8995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高一)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301 27屆希望杯數學邀請賽模擬培訓試題本(高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14 維視.無垠: 陶文岳個展. 2016 陶文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1548 後天時代的二十種生活習慣 增田善彥作; 蔡心語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166 基礎物理. A 蔡政展, 黃仁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362 微電影行銷企劃與製作 葉英斌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379 助人歷程與會談技巧 簡宏江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393 英語領隊帶團必勝秘笈 林慧瑛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409 全球英檢應考策略 黃玉萍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416 語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陳儒晰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言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赤粒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711 私緒. 1, 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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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90920 第一次自助遊紐約超簡單 柯宇倩, 陳潤芝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968 我最愛的怪咖韓國人!你是在演哪一齣?! 陳怡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975 就是要去宜花東啊! 行遍天下記者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0982 搭地鐵玩曼谷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0999 香港,一日漫行 古育敏文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002 香港吃漢食話食說 菜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019 搭地鐵玩京阪神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91026 東京日歸小旅行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1033 快狠準!東京買房最強攻略 陳適群作 增訂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040 九州玩全指南 林惠櫻文字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057 日本四國玩全指南 曹憶文, 郭孟君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064 臺中ㄟ氣味趁燒呷 熱血臺中粉絲團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071 新加坡玩全指南 Jane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088 第一次自助遊峇里島超簡單 林柏壽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9789863491095 土耳其玩全指南 林穹鷗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91101 度假打工SO EASY!小資女勇闖日本工作玩樂一把罩林明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0

吳鳳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私緒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179 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 2015年周靈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305 老子道德經白話文簡釋 高振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208 華箋故典 李默父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53215 話福畫福: 創意春聯大全 李默父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8394 沐恩: 樓美娟的靈心絮語 樓美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574 神奇的冷壓蔬果汁: 果汁淨化輕斷食,3天喝出纖體美肌、身體自癒力!何文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295 改變人類歷史的100項偉大發明 Tracey Turner等作; 黃吉米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見證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沂慶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默父書法篆刻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010 松山慈惠堂志暨大羅天地清醮慶祝45週年堂慶 松山慈惠堂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0954 左海鉤沈 劉正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104 行銷學. II 曾光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111 莊子的生命哲學 葉海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210 英文自學手冊(八課版). B版 張清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227 德勒茲 羅貴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265 胡適與當代史學家 逯耀東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632 埃格爾之星 蓋爾東尼.格薩(Gardonyi Geza)著; 郭鴻昌, 許偉, 傅奕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9663 從左傳說說春秋時代列國事 顏平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2399 我們的溝通力堪稱是校園異能對決LOVE or LIKE?川添枯美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535 公主戀人!. 希爾薇.范.霍森篇 空蟬作; Hwri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702 新世紀學園戰區 來生直紀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河中文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山慈惠堂



9789863562726 貪婪的我與魔法書 北国ばらっど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733 異世界拉皇探求者. 1, 精靈公主光溜溜 西表洋作;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740 神鎧獵機布利岡德 榊一郎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757 少年給魔師與戀愛少女 御子神零作; Nanase Tsai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764 巴岡特反英雄譚. 4, 初始戰爭與末日姊妹 八街步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771 血腥武器 築地俊彥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788 華氏9999 朝倉勳作;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795 雖然才高一卻在異世界當起城主 鏡裕之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801 羅姆尼亞帝國興亡記. II, 轉動風車的風 舞阪洸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818 RAIL WARS!國有鐵道公安隊 豐田巧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825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大森藤ノ作; 可倫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832 在監獄學校當看門守衛 古宮九時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849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4, 引導與被引導者們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856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62863 Campione弒神者. 18, 魔王們的斷章 丈月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870 貓耳天使與戀愛蘋果 花間燈作; Nanase Tsai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2887 歡迎來到最終迷宮 周防ツカサ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894 怪物x少女 淺倉イネ作; 卒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900 APRICOT RED變態藝聞錄 北國ばらっど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917 公主的獻祭. 1, 我命中注定的屠殺公主 十文字青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924 巴岡特反英雄譚. 5, 啟程的英雄與救贖聖女 八街步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931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賀東招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2948 海市蜃樓之館: 直至原典的故事 缥けいか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955 迷宮都市的古董商店 大場鳩太郎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2962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2979 騎士羅曼史: 蘇利亞的戀愛故事 空蝉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2986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2993 大英雄沒有職業有哪裡不對 十文字青作; Nanase Tsai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006 天啟的異世界轉生譚 ウスバー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013 便.當. 12, 甜點自助餐無價 朝浦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020 騎士羅曼史: 諾埃爾的戀愛故事 空蝉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037 我的復仇將打倒所有女主角! 八薙玉造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044 後宮樂園球場harem league baseball 石川博品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051 異世界拉皇探求者. 2, 騎士小姐彈晃晃 西表洋作; 蒙布朗力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068 這尊情趣娃娃是我的妹妹嗎? 芦屋六月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075 超自然9人組 志倉千代丸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832 行動導讀影音繪本: 月亮看見什麼? 鄒信軡改編 精裝 1

9789862390849 行動導讀影音繪本: 獵人和他的狗 鄒信軡改編 精裝 1

9789862390856 行動導讀影音繪本: 獅子和老鼠 鄒信軡改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5778 空中美語國中全方位講義 James Ming[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965815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逆轉勝. 聽力篇(試題本) 陳建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161 超能冒險. 3, 暗影之墓 彼得.勒朗吉斯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44 都市傳說. 8, 聖誕老人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51 滅世天使. 2, 抉擇 蘇珊.易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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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旺文社



9789869218368 滅世天使. 3, 重生 蘇珊.易著; 彭臨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75 古董局中局 馬伯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82 古董局中局. 2, 清明上河圖之謎 馬伯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8399 颶光典籍. 二部曲, 燦軍箴言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段宗忱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2803 颶光典籍. 二部曲, 燦軍箴言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段宗忱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72810 都市傳說. 9, 隙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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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42135 紅色中國文學史論 李遇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142 紅色中國文學史論 李遇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159 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1949-1957) 商昌寶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166 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1949-1957) 商昌寶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173 叩問1958: 中國新民歌研究 孫擁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180 「社會主義教育劇」研究 楊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197 獨特的浩然現象與中國當代文學 劉曉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03 小說走過新時期: 新時期以來中國小說的文化研究周景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10 城市化時代的鄉土背影 黃曙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27 自戀時代: 大眾文化中的疾病隱喻研究 常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34 大幻想天空下的聚首: 時空交錯下的中國當代幻想小說圖景錢曉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41 王蒙小說文體研究 郭寶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58 1980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聲音研究 翟月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65 當代文學的意義與立場 張鴻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272 黑乳罩: 1949年後外國電影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傳播和世俗影響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296 黑乳罩: 1949年後外國電影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傳播和世俗影響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302 倫理與傳統倫理論集 蕭群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319 倫理與傳統倫理論集 蕭群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花木蘭文化



9789864042326 大仁小義: 儒家倫理智慧探幽 譚忠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333 理念與行為的統一: 中國倫理思想論集 歐陽輝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340 船山與船山學研究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357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孝道的研究 周山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364 當代中國休閒倫理研究 向建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371 當代中國慈善倫理研究 郭祖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388 當代中國倫理道德的求索: 魏英敏文集 魏英敏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2395 當代中國倫理道德的求索: 魏英敏文集 魏英敏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2401 當代中國倫理道德的求索: 魏英敏文集 魏英敏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2418 當代中國倫理道德的求索: 魏英敏文集 魏英敏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2432 國民革命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蔣德均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456 國民革命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蔣德均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449 國民革命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蔣德均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2463 中國新文學廣告圖志 彭林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487 中國新文學廣告圖志 彭林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470 中國新文學廣告圖志 彭林祥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2494 民國左翼文學研究 賈振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00 三民主義文化/文學的宿命與救贖: 以<>、<>為中心洪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17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革命話語」研究: 以1930年代為中心李躍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24 無政府主義精神與中國現代文學三家 白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31 民國時期文學的城市敘述 張鴻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48 傳播接受與新詩生成 方長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55 晚清民國彈詞述略 童李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62 <>副刊研究(1928-1937): 以文學/文化的商業運作為中心石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79 樸學方法與民國文學研究 金宏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86 魯迅: 東方的文化惡魔 高旭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593 時代潮汐衝擊下的文壇砥柱: 茅盾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609 時代潮汐衝擊下的文壇砥柱: 茅盾 丁爾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616 以「人」為目標的文學政治實踐: 周作人思想研究(1906-1946年)李雅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623 農民說理的世界: 趙樹理小說的形式與政治 李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630 追尋隱沒的詩神: 朱英誕詩歌研究文選 王澤龍, 程繼龍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647 追尋隱沒的詩神: 朱英誕詩歌研究文選 王澤龍, 程繼龍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654 黑馬甲: 民國時代的左翼電影: 現存中國電影文本讀解. 1932-1937年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661 黑馬甲: 民國時代的左翼電影: 現存中國電影文本讀解. 1932-1937年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685 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實踐 李曄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692 英租威海衛故事: 鄉村治理轉型的另類視角 劉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08 蔣介石與民末憲政 鄭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15 拿來主義: 功利主義與中國近現代政治哲學邏輯發展徐慶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22 近代中國人治、法治的衝突與嬗變 鄭淑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39 改人性與變制度: 張申府社會改造論研究 田玉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53 梁漱溟民主思想及其發展 王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60 從「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胡秋原思想研究霍賀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777 從「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胡秋原思想研究霍賀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784 學衡派文化與文學思想研究 周淑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791 中國八年抗日戰爭日程實錄 李秀勤, 張雲超, 李曉東編寫; 張在廬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807 中國八年抗日戰爭日程實錄 李秀勤, 張雲超, 李曉東編寫; 張在廬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814 民國會計思想史論 宋麗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821 民國時期的西南民族誌研究 王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838 民國時期的西南民族誌研究 王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845 中國近代時間計量探索 任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852 中國近代時間計量探索 任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869 通俗知識與現代性: 丁福保與近代上海醫學知識的大眾傳播劉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876 民國前期「廢止中醫」思潮研究(1912-1937) 李曉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883 京派繪畫研究 倪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890 蘇北歌謠研究 馮翠珍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2906 蘇北歌謠研究 馮翠珍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2913 蘇北歌謠研究 馮翠珍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4269 蘇北歌謠研究 馮翠珍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2937 花卉在中國傳統詩歌中之意涵及其演變 陳威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944 花卉在中國傳統詩歌中之意涵及其演變 陳威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951 唐詩比較論 房日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2968 主體意識的情志抒寫: 韋莊詩詞關係研究 林淑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975 主體意識的情志抒寫: 韋莊詩詞關係研究 林淑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2982 宋詞論集 謝桃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2999 宋詞論集 謝桃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002 朱熹詩學研究 王玉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019 明代李東陽詩歌理論研究 柯惠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026 清代常州派四部詞選評點唐宋詞研究 徐秀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040 清代常州派四部詞選評點唐宋詞研究 徐秀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033 清代常州派四部詞選評點唐宋詞研究 徐秀菁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3057 鄭谷的人生觀、詩學觀及其詩歌意象 陳清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064 明末清初女性亂離詩研究 林佳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071 論屈大均詞對楚騷傳統的繼承及風格衍變 陳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095 中國文明起源新考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101 中國文明起源新考 周運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118 先秦「樂神」精神與中國尚「文」政治傳統研究雷大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125 先秦「樂神」精神與中國尚「文」政治傳統研究雷大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132 秦漢京師治安制度研究 謝彥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149 秦漢逃亡犯罪考論 張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156 秦漢逃亡犯罪考論 張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163 <>所反映之東漢流民問題 白品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170 蜀漢知人群體研究 張嘉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187 文武分區: 地域性經濟特徵對東晉南朝政局之影響權家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194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 李文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217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 李文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200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 李文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3224 唐代河北地區與中央政治關係之研究 傅安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231 漢唐女主政治之探究: 以呂太后和武則天為中心梁筱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248 唐代博戲文化探究 張永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255 北宋與遼、西夏戰略關係研究: 從權力平衡觀點的解析蔡金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262 宋代奠定的佃耕制及其後世沿革 張履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279 南宋文人飲食文化之研究 施靜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286 南宋文人飲食文化之研究 施靜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293 蒙元高麗宗藩關係史述論 梁英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09 明清以來江南迎神賽會的變遷: 基於功能主義的考察魏文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16 十八世紀贛南地區的糧食市場整合研究 鄭生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23 十八世紀陝南地區的糧食市場整合研究 陳金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30 科舉革廢與華夏文明的近代轉型 苗永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47 近現代閩籍翻譯家研究 陳愛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54 章學誠研究論稿 林時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61 安徽歷史文化地理研究(1667-1949) 付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78 中國邊疆史事研究 蔣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392 <>研究史探微 付星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08 漢魏六朝人物別傳研究 陳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15 陳壽<>輯錄與研究 陳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569 <>校注 (清)慕璋著; 李江傑校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22 <>陸善經注研究 尹曙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39 元代文選學研究 羅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46 唐宋名家唱和彙編: 元白唱和集; 唐宋名家唱和彙編: 劉白唱和集江澄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53 <>研究 高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60 宋代題畫詩集與畫譜研究 傅怡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77 宋元以來詞集叢刻研究 孫赫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84 清末民初嶺南詩歌總集研究 黎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491 <>校注 袁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507 <>校箋 常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514 清代語文教育文獻研究 韓建立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521 嶽麓秦簡<>研究 于洪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538 環渤海地區媽祖史料輯解 方廣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552 環渤海地區媽祖史料輯解 方廣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583 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黃嘉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606 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黃嘉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590 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黃嘉琳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3613 清初浙東<>學研究: 以黃宗羲、黃宗炎為中心作一考察李鴻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620 清初浙東<>學研究: 以黃宗羲、黃宗炎為中心作一考察李鴻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637 錢澄之<>研究 江曙, 林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644 莊述祖<>學之研究 姜龍翔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651 莊述祖<>學之研究 姜龍翔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668 周代喪葬禮制思想研究: 以士為中心 楊婕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675 從儒家之「經權辯證」論道德衝突問題 蕭美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682 孟子「中道」思想研究 董祥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699 荀子與儒家六藝經典化: 出土文獻視野下荀子與儒家經典生成研究崔存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05 老莊自然觀念新探 蕭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12 自然與自由的統一: 莊子與康德的比較研究 路傳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29 馬其昶<>研究 林柏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36 秦漢之際陰陽五行政治思想源流研究 李國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43 貞觀治道與法家思想 管力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50 本心與善政: 陸九淵政治思想研究 孫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67 明清之際的公私觀研究 沈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74 梁啟超、錢穆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比較: 以<>為核心探討張冠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81 <>禪僧詩偈頌贊研究 曾淑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798 以筆硯作佛事: 北宋文字禪運動流衍考 徐銘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828 殷商至秦代出土文獻中的紀日時稱研究 彭慧賢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842 殷商至秦代出土文獻中的紀日時稱研究 彭慧賢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835 殷商至秦代出土文獻中的紀日時稱研究 彭慧賢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3859 吳越徐舒銘文研究 吳欣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866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 林聖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873 傳抄古文構形研究 林聖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880 <>文字研究 黃雅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897 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之研究 李昱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903 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之研究 李昱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910 古漢語同源異形詞研究: 以<>「二反」、「三反」、「二音」、「三音」字為對象邱達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927 前四史韻語研究 王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3941 前四史韻語研究 王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3934 前四史韻語研究 王冲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3958 <>異讀研究 趙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965 <>直音字研究 郭懿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972 <>反切音系研究 陳雅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3996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 智宇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016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 智宇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009 三晉文化與唐代文學 智宇暉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4023 宋代屈原批評研究 林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030 錢謙益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鄔烈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047 文化詩學視域下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 張振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054 文化詩學視域下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 張振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061 明代之前小說中儒道佛海洋觀研究 林慶揚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078 明代之前小說中儒道佛海洋觀研究 林慶揚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085 小說與閱讀公眾: 明代通俗小說傳播與接受研究藺文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092 明代嘉隆間戲曲三論 林立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115 明代嘉隆間戲曲三論 林立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108 明代嘉隆間戲曲三論 林立仁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4122 李漁戲曲作品及理論研究 陳佳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139 中國古典戲劇敘事技巧研究: 以西方古典戲劇為參照胡健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146 中國古典戲劇敘事技巧研究: 以西方古典戲劇為參照胡健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153 魏晉南北朝論體文通論 楊朝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160 魏晉南北朝論體文通論 楊朝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177 補益世教: 李卓吾<>研究 何佳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184 中國古代圍棋藝文研究 姜明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191 中國古代圍棋藝文研究 姜明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207 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胥洪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214 民族戲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 李強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4221 民族戲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 李強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4238 民族戲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 李強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4245 民族戲劇學研究與田野考察 李強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4276 郁永河<>研究 陳虹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283 日據時期臺灣留日學生與戰後臺灣政治 李躍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290 日據時期臺灣留日學生與戰後臺灣政治 李躍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306 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 民主與性別的歧義分析李淑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313 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 民主與性別的歧義分析李淑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399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發展與變異: 以孔教報為主要分析對象(1936-1938)江啟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320 臺灣城鎮體系變遷研究 呂穎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337 日治酒麴管制與臺灣禮俗紅麴之探討 王鵬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344 臺灣「贌社」制度始末及其社會研究(1642-1737)邵玉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351 臺灣檳榔的文化符碼及其政治運用 陳正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368 臺灣鸞堂的經營與發展: 以埔里昭平宮育化堂為例何艷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375 檢視清代儒學教育在臺灣: 清代臺灣儒學詩研究洪素香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382 檢視清代儒學教育在臺灣: 清代臺灣儒學詩研究洪素香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405 美援與戰後臺灣教育 曹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412 徐復觀思想研究: 一個臺灣戰後思想史的考察 高焜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429 徐復觀思想研究: 一個臺灣戰後思想史的考察 高焜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436 從空間到時間: 臺灣閩南語時間起點之概念化研究郭永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443 論日本統治在臺灣閩南歌謠之映現 羅文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450 論日本統治在臺灣閩南歌謠之映現 羅文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467 清領時期的屏東文學研究 王玉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474 清領時期的屏東文學研究 王玉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481 日據時期在臺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 林慧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498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 陳英仕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504 張文環及其日據時期文學研究 陳英仕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511 戰後臺灣小說將軍書寫之研究 彭婉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528 遷臺女作家域外遊記研究(1949-1979) 陳昱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535 教育與文學的糾葛書寫: 鍾肇政<>研究 吳秀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4542 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 鍾怡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4559 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 鍾怡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4580 中國笛子藝術大師: 俞遜發傳(簡體字版) 袁志鐘, 鄭月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7492 十全: 感性與理性的對話 謝明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23068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323075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68

送存冊數共計：231

采玉



9789863323082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28377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0017 白晝的流星 山森三香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4336 SONICOMI 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仏さんじよ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5838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1362 小鎮醫生JUMBO!! 越野涼作; 光依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3700 戰國: 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鄧婉縈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3779 是皇子?還是王子? 桃森三好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318 米德加爾德的守護者RE-Birth of norse mythology 灘谷航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5230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7944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9450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0331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1055 小亂之魔法家族 入江亞季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1222 臏: 孫子異傳 星野浩字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651642 傭兵隊長 霍克武德 トミイ大塚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2717 漫畫 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猴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4292 真餓狼傳 夢枕獏原作; 野部優美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4940 虎斑貓小梅 ほしのなつみ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5022 紅殼的潘朵拉 士郎正宗原案; 六道神士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5374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128 就用走的吧! 上田美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401 少年怪廚 小林有吾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470 冥黑的奏音 秋乃茉莉作; 游若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791 GOKUSAI: 極彩 猿渡哲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975 orange橘色奇蹟 高野莓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7255 華爾滋的時間 安藤夏美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061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658474 修羅的禮服 寄田美幸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9280 8♀1♂8女1男 咲香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9518 大奧之櫻: 現代大奧女學院 日日日作; 佐倉はなつみ, 倉木雅弘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9747 戰國少年西方見聞錄 金田達也作; 張益豐譯 0 第10冊 1

9789863659969 無間雙龍 神崎裕也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820505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0758 我們之間目前沒有問題 室多々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0949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821069 QGirl 六堂秀哉作; 謝子庭譯 平裝 1

9789863821489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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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822370 華麗人生 山本景子作; 我鳥彩子原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2387 華麗人生 山本景子作; 我鳥彩子原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2417 睡美人 堂本奈央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448 D.D.D.惡魔附體戰士 德川神千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561 影野同學也想要青春一下 北川夕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738 我太受歡迎了,該怎麼辦? ぢゅん子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2745 我太受歡迎了,該怎麼辦? ぢゅん子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2943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823292 絕對☆靈域 吉辺あく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3353 四月是你的謊言 新川直司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823605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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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823667 少年女僕 乙橘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823728 少女Holic 小森蜜子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3742 不死戀人 高木ユーナ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4053 天神聖衣 塩野干支郎次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4442 七龍珠SD 鳥山明原作; オオイシナホ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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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824671 現視研: 二代目之八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824800 幽麗塔 乃木坂太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825012 影子籃球員 TV動畫版角色書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081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韓珮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5326 宙斯之種 飯島浩介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333 宙斯之種 飯島浩介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371 穴殺人 裸村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630 MARTYRIA: 見證 弓咲ミサキックス作;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647 MARTYRIA: 見證 弓咲ミサキックス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739 兩人的戀愛書架 ヤマザキコレ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746 兩人的戀愛書架 ヤマザキコレ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890 武田系限定 馬田イスケ作; 笠原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5920 天生妙廚 天碕莞爾原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057 腐女子正在看著我! 藤丘洋子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064 腐女子正在看著我! 藤丘洋子作; 刻托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101 制服的微熱 湯町深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118 制服的微熱 湯町深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163 銀盤騎士 小川彌生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262 170cm★少女心 桜倉メグ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279 170cm★少女心 桜倉メグ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750 甜美的愛情劇本 宮園和泉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828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3827177 特務教官 中島三千恒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827504 海傑怪童 井上紀良, 伊藤福八, 中川卜シヒ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511 海傑怪童 井上紀良, 伊藤福八, 中川卜シヒ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7627 Fate/hollow: ataraxia TYPE-MOON原作; 雌鳥作畫; 簡廷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7917 親愛的兔男友 桑原草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8006 戰勇。主線任務第1章 春原ロビンソン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013 戰勇。主線任務第1章 春原ロビンソン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198 紀念日 上森優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828235 雁之使者 吉沢友也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3828242 今天我們一樣愛畫畫 赤夏作;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3828334 東南角部屋 田島美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341 你的吻讓我甦醒 初春作; 光依譯 平裝 1

978986382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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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382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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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828761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3828907 赤與燈皆有詭異 七生漫畫; HaccaWorks*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9652 orange橘色奇蹟 高野莓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9782 神通小偵探 加藤元浩作; 畢莉譯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310050 深淵 長田龍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159 磯部磯兵衛物語: 浮世多辛苦 仲間亮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166 磯部磯兵衛物語: 浮世多辛苦 仲間亮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357 連國的巫女 霧友ころは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310371 死靈法師編年史 鈴木恭太郎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388 死靈法師編年史 鈴木恭太郎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418 忍者X秘技! 百瀨武昭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425 忍者X秘技! 百瀨武昭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432 公主異端之龍 石原ケイコ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456 戀愛邱比特: 燒野原塵 長谷川智広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463 戀愛邱比特: 燒野原塵 長谷川智広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531 綠色噬界 大沢祐輔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623 偵探御手洗潔之事件記錄 島田莊司原作; 原点火漫畫;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654 男孩有秘密 薰原好江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661 世界盡頭與杏子的爵士樂 桐島鈴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685 惡夢棲息之家: 奇幻貴公子 小野不由美原作; 稻田詩穗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692 惡夢棲息之家: 奇幻貴公子 小野不由美原作; 稻田詩穗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722 我喜歡的老師 さだうおじ作; Asada譯 平裝 1

9789864310760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0777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0876 急性子伯爵與時間小偷 久米田康治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0890 CV: 女主角 ムネヤマヨシミ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310906 天堂園丁 街田詩香玖作; 郝致均譯 平裝 1

9789864310951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310999 遊戲王ZEXAL 高橋和希原案.監修; 三好直人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1101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311125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張家銘譯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311194 掌中萌美眉 宮崎摩耶作; 李文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1200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311354 魔界醫生梅菲斯 霜月かいり漫畫; 菊地秀行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1392 劍與霧 琥狗ハヤテ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408 STEINS GATE命運石之門: 比翼戀理之+喵喵危機☆5pb.Xニトロプラス原作; nidoro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1

9789864311781 麵包&奶油 芦原妃名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811 Billion Dogs 30億元的死黨 金城宗幸原作; 芹沢直樹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842 朋友遊戲 山口ミコト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880 蒼狼大帝 岡田卓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897 蒼狼大帝 岡田卓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910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927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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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43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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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311965 死神X醫生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009 親吻的時節 菅田瓜作; 程馨頤譯 平裝 1



9789864312184 大正浪漫鬼先生別鬧了!! 日丸屋秀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191 大正浪漫鬼先生別鬧了!! 日丸屋秀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276 SUPER SONICO四格漫畫 野々原ちき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597 12BEAST 十二魔獸 オカヤド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689 龜速快遞 志水アキ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2696 龜速快遞 志水アキ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863 六攻特課 後藤逸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3129 HAJIMAN挑戰第一本漫畫! 堀田由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3136 HAJIMAN挑戰第一本漫畫! 堀田由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938 御神樂學園組曲 Last Note.原作; 沙雪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4003 闇都市傳說 亞月亮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034 極上☆王子 漣羅唯華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031 極上☆王子 漣羅唯華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348 戀命之小小奇蹟 三月薰作; 程馨頤譯 平裝 1

9789864314485 忌火之閻狐神 sigama作; 汭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492 忌火之閻狐神 sigama作; 汭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935 歷史之眼 岩明均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315086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093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5130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5406 Let's party!來組隊吧!. 2, 飛機女孩不出房門 小井金ゴル作; Kamukamu譯 平裝 1

9789864315451 龍的飼養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468 惡魔醫生24小時執業中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864315642 冒失鬼的潛移默化 我守丸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315697 橘花學園女子宿舍 藤島康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315772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原作; 久遠まこと作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5789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原作; 久遠まこと作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949 魔法少女網站 佐藤健太郎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052 幻想女人國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120 劍術小町 小村鮎海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316137 家有女友 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144 家有女友 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342 討厭藍天的說謊的蟬子 からて原作; れんにゃんぷー作; 韓珮譯 平裝 1

9789864316434 魔偶女戰士蕾卡 DUO 綱島志朗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472 選擇死亡的克蕾特 幸村アルト作; 程馨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595 體驗撈金魚吧 大谷紀子作; Mu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700 LADY COOL酷女郎 許斐剛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755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45冊 1

9789864317035 終焉之栞 結城あみの作; スズ厶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7547 南家三姐妹 桜場ハルコ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317646 漫畫心療系. 個體心理學篇 ゆうきゆう, ソウ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317707 義呆利World.Stars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943 我變成召喚獸! 石井康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950 我變成召喚獸! 石井康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094 ib速成的子彈: 世界終焉與當男孩遇到女孩 赤坂アカ作;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308 請和我交往吧。 三池ろむこ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318551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318636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ツ力サ原作; 廾ブ口ゥ夕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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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31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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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318766 赤與燈皆有詭異 七生漫畫; HaccaWorks*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8872 青空的獵戶座 小雨田ゆう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318889 屏氣凝神的愛 かむ作; Asada譯 平裝 1

9789864319299 出包王女DARKNESS樂園計畫導讀手冊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平裝 1

9789864319329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336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9343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9367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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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19671 FAIRY TAIL魔導少年: 藍色季風 真島浩原作; 渡边留衣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695 TSUBASA翼:WoRLD CHRoNiCLE. 夢幻之島篇 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817 戀嵐: 明星男子與家政夫 松成久美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0449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0456 學糾法庭 榎伸晃原作; 小畑健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0487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0623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0845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0944 再次挑動你的情欲 鷹丘モトナ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0951 給我來點甜頭吧! 蜂田キリー;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0968 和花心男子一起躲雨 三月なでしこ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1668 野獸就在我身邊 大和名瀬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621675 你的聲音支配著我 なるせいさ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1934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46冊 1

9789864621996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2108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2122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22276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2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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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6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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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622351 東京闉鴉Girls Photograph あざの耕平原作; 橫山コウヂ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864622375 黑街 コースケ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2771 瓜與棘 宮城とおこ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3174 鑽石王牌 寺嶋裕二作; 陳宙遠譯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23457 戀愛忍法帖 IDEA FACTORY原作.監修; 青井水戶漫畫; 風間羚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549 社長的秘書大人 千歲びよこ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623822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3846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2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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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623969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23976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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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864624010 灌籃少年. III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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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624140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25048 精靈使的劍舞. 14, 帝都動亂 志瑞祐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864625055 在調教中成佛吧 林佩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116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625123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5130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5178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25185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25208 ACMA: GAME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5215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4625420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468 DRAW魔女沈睡之海 奧瀨サキ原作; 阿倍野ちゃこ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543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4格同人合集 オ力ヤド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574 不需要告白 桑原祐子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625598 關於那些無止盡的不幸的故事 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5703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625741 吸血鬼的晚宴 霜月加代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765 少女浮士德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840 AKB49: 戀愛禁止條例 元麻布FACTOR原作; 高島禮吏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25857 龍狼傳. 中原繚亂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25864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5871 怪盜同盟!. 1, 怪盜淑女偷走我的心? 岬かつみ作; 張嘉芬譯 平裝 1

9789864625888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895 悠游星空之魚 朝丘戾作; Y.S譯 平裝 1

9789864625901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5918 無力氣英雄譚 津田徬徨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932 鬼灯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5949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6007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26021 中了40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去住了 すずの木くろ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045 我的姊姊有中二病. 5, 最強弟弟的異常生活!? 藤孝剛志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864626069 人娃契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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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4626120 暗殺教室公式角色書: 點名的時間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626137 偽戀 公式漫迷手冊 特別報導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626144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212 大野狼的甜蜜邀約 かわい有美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626229 進擊的巨人: 隔絕都市的女王 川上亮作; 羅怡蘋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26236 聆聽陌生電影的原聲帶 竹宮ゆゆこ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626243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626250 魔王學校裡只有我是勇者!?. 第十堂課★ 夏綠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4626267 我當上魔王軍的軍師了 長野聖樹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274 我的欲望(女主角)難以招架 天音マサキ作; 何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281 獻給失落之神的聖謠譚 內田俊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298 火界王劍的神滅者 ツガワ卜モタ力作; 蕪村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6304 封劍靈域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311 魔王難為. III 紅淵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328 牧九歌 易人北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335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380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465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472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489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6700 不請自來的達令 果桃なば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6878 世界第一惡劣魔女 草川為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103 遊星的惡作劇 吳由姬作;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4627141 非愛宣言 李崇萍[作]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7622 七大罪公式漫迷手冊 解體罪書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627639 七大罪插畫集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62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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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4627660 七個短篇 鈴木央短篇集 鈴木央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627752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27776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27783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7790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27806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27844 暗殺教室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27905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27912 進擊的巨人: Before the fall 諫山創原作; 士貴智志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7967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7981 春夜百景 李崇萍等[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27998 春夜百景 飄緹亞等[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28001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28018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8032 女王桃樂絲 雅紳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8049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28179 鳶夜艷 依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628186 人氣妹妹與受難的我 夏綠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8193 茜谷溫泉戀曲 砂原糖子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8209 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 日日日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8216 NARUTO火影忍者: 卡卡西秘傳 冰天之雷 岸本斉史, 東山彰良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628223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8230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8247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8254 忍者與龍究竟誰比較強? 伊達康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261 千變萬化的交錯連鎖. 02, 虛構戰域的支配者 刈野ミ力タ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628278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8322 究極初心者. 2, 憂鬱的巫師 田尾曲丈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628339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8346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VI, 奇蹟世代的遠征 藤卷忠俊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628377 軍師無所不知 タン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384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8407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414 尚未開始的末日戰爭與我們那已經結束的青春鬧劇王雀孫作; 絕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421 假想領域的極樂世界. 002, 紫陽花園 上智一麻作; 曾柏穎譯 平裝 1

9789864628438 淨化戰爭 宴平樂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445 魔王難為 lvol. 03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628452 魔槍與獵人 Dark櫻薰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469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3集 1

9789864628858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28865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28872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29077 妖怪手錶(全妖怪大百科) LEVEL-5 Inc.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589 萬事包辦退魔士的還債計畫. 3, 穿越時空的重逢SOW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629596 夢魔少年!. 3, 惡魔姊妹與義妹的回憶 三門鉄狼作; 楊詠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9602 我的宅女神 すえばしけん作; 黃雅婷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9619 你是我的初戀 高遠琉加作; 吳苾芬譯 平裝 1

9789864629626 七星降靈學園的惡魔. 3, 憤怒之指 田口仙年堂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629633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何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9640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664 人生. 第6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629688 蒼鋼的冒瀆者 榊一郎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695 老師,你錯了。 岸杯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701 七大罪Seven Days 岩佐まもる, 鈴木央作; 王昱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9718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X, 無形的繼承者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629725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9, 異端同盟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629732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29749 東京闇鴉. 12, Junction of STARs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629756 初夏的東港之櫻 啞鳴作 平裝 1

9789864629763 龍的飼養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042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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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0084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暁なつめ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75568 不吸血的吸血鬼 刈野ミカタ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79047 銀閃戰乙女與封門公主 瀨尾つかさ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40983 屠龍者的異世界生活 赤雪トナ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3624 朔風北望 高天流雲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24

送存冊數共計：361

知本家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0103 真的很好捏!看完就會的輕黏土魔法書. 開心農場篇, 詳細步驟超簡單,7號人教你從零開始成為手作達人7號人作 平裝 1

9789863710134 真的很好捏!看完就會的輕黏土魔法書. 卡通公仔篇, 詳細步驟超簡單,7號人教你從零開始成為手作達人7號人作 平裝 1

9789863710158 擠花嘴餅乾,一次就上手: 擠花嘴x餅乾模型,60種造型餅乾,一看就會做!和平國際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172 法國主廚的甜點工作坊: 70種烘焙技法x35道嚴選法式甜點Birgit Dahl Stern, Dorian Nieto編著 平裝 1

9789863710219 酸甜鮮辣泰沙拉: 酸豆X椰糖X椰漿X檸檬X魚露X薄荷,道地泰風味,一試就上手Sangdad Publishing Food Team作; 鄭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40 酸甜鮮辣香草泰料理: 南薑X香茅X香菜X打拋葉X羅勒葉X檸檬葉X綠胡椒,香草泰美味,不失敗簡單做Sangdad Publishing Food Team作; 鄭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57 我的吃喝玩樂旅行手旅 篠方.一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71 史上最完整醬料.調味品圖鑑 挪亞方舟文化創意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894 老師傅教你掌握腳底痛點: 代謝力大爆發! 林天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4955 四代中醫以食代藥 陳允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817 半邊太陽半邊月 陳長安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389 烤箱出好菜: 172道家常飯菜.極品料理.人氣烘焙.特殊風味,運用烤箱多功能輕鬆上菜李美敬著; 林芳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396 手感烘焙聖經：150道經典創意食譜×280種特選配方×800張質感圖解，烘焙技藝完全掌握安妮卡.曼寧(Anneka Manning)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108 幸福的抉擇: 智慧和愛相伴的哲思旅程 菲德立克.勒諾瓦(Frederic Lenoir)著; 馬向陽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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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阿米巴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7053 自然之禪: 拾得書畫專輯 拾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0200 急重症臨床技術操作手冊 黃瑞仁, 張維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224 高級救護技術員歷年甄審試題解析(2012-2014年)社團法人臺灣急診醫學會主編 平裝 1

9789865640248 實用到院前緊急救護 胡勝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640255 ACLS精華 胡勝川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6848 Sing & Read English. 1 東西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146855 Sing & Read Phonics. 1, The Alphabet Aa-Mm 其他 1

9789866146862 Sing & Read Phonics. 3, The Consonants Bb-Mm 其他 1

9789866146879 Sing & Read Phonics. 5, The Short Vowels Aa, Ee & Ii 其他 1

9789866146886 Sing & Read English. 3 其他 1

9789866146893 Sing & Read English. 5 其他 1

9789866146909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 Student Book 1 Letter Sounds 其他 1

9789866146916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 Workbook 1 Letter Sounds 其他 1

9789866146961 LOVE Phonics. 2B, The Consonants Pp-Zz 其他 1

9789866146978 LOVE Phonics. 3B, The Short Vowels Oo&Uu 其他 1

9789869214308 LOVE Phonics Blender: The Letter Sounds 其他 1

9789869214315 LOVE Phonics Blender: The Alphabet 其他 1

9789869214353 Sing & Read Phonics. 4, The Consonants Nn-Zz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西圖書

法如精舍



9789869214360 Sing & Read Phonics. 2, The Alphabet Nn-Zz 其他 1

9789869214377 Sing & Read English. 4 其他 1

9789869214384 Sing & Read Phonics. 6, The Short Vowels Oo & Uu 其他 1

9789869214391 Sing & Read English. 2 其他 1

9789869243803 Sing & Read English. 6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527 錦繡未央 李逢堅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8527 錦繡未央 李逢堅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8558 穿越圖書古道.再現歷史風華: 東吳大學在臺復校以來圖書館變遷史紀念專刊東吳大學圖書館等著; 林聰敏, 謝政諭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534 涵曲令荇: 106級A班曲選及習作小令創作集 康家宜, 蕭亦翔主編 平裝 1

9789866568541 雀樂: 106級C班曲選及習作小令創作集 黃暖懿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097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4 江潤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318 破彈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工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吳中文系



9789869226325 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 黑色調查檔案 今野敏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332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349 幻想日記店 堀川麻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356 熱欲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480 宋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87497 宋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9201 儒學基礎讀本 李申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9218 儒學基礎讀本 李申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9225 中華藝術導論 李希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9232 中華藝術導論 李希凡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9249 遼金元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9256 遼金元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5898 超刺激的決戰大富翁 高井喜和等作.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935 穿越時空的占卜師,安倍 本下泉美作; booota繪;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942 魔女的閃亮亮幸福魔法 安晝安子作.繪;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959 顛覆童話:白雪公主救王子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95966 與精靈的約定 成田覺子作; 千野枝長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973 原來科學是這樣 佐佐木昭弘監修; 石崎伸子, ikebekennichi, 青山yuuichi繪; 蕘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5980 女孩的找找看！魔法公主遊戲 MILKY ★ LARA作; 蕘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009 灰姑娘穿不上玻璃鞋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東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568 アジアにお自動車產業の技術移転: トヨタ生産システムに関する事例研究を中心に黎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575 日本と台湾の日本学: 美術.思想.歷史 中谷伸生, 徐興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582 戦後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方言研究資料.李献璋の「福建語法序說」中川仁編 平裝 1

9789866020599 多言語社会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と客家語、台湾語との交流に関する実証研究: 言語教育との関連において羅濟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605 來學日本語. 基礎進階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64293 下水道學 臺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編著; 歐陽嶠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257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1031-2期社區化成果展刊王明亮, 李修玲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7881 生命的行者: 陳之麟創作集 陳之麟作 平裝 1

9789869262408 劉光磊作品集 劉光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治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松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2722 30天,老外說漢語 張芮君, 張俊娟, 張敏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2753 兩岸視野下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法律制度構建問題許桂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4063 地球: 蔚藍水行星 卡爾.烏班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070 雨林 雅麗珊德拉, 韋德斯(Alexandre Weardee)作; 賴雅靜譯 精裝 1

9789865704087 時尚 克莉絲汀, 帕克斯曼(Christine Paxmann)作 精裝 1

9789865704100 行星與太空旅行: 深入宇宙的探險 曼佛列德.鮑爾(Manfread Baur)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17 恐龍 曼福雷德.鮑爾(Manfred Baur)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31 船 卡琳.菲南(Karin Finan)作; 王榮輝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48 歐洲: 人民、國家和文化 安德烈.韋勒.愛塞斯(Andrea Welter-Essers)作; 張淑惠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55 天氣: 陽光、風和暴雨 卡斯登.許旺克(Karsten Schwanke)作; 姬健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62 古埃及: 尼羅河畔的黃金國度 莎布麗娜.拉希雷(Sabrina Rachle)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79 德國警察: 巡邏警察、刑事警察、特種部隊 卡林.費南(Karin Finan)作; 林馨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86 深海的祕密; 永恆黑暗裡的生機 曼佛雷德.鮑爾(Manfred Baur)作; 王榮輝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193 宗教信仰:我們相信什麼 瑪提娜.古嘉絲(Martin Gorgss)作; 李雲媛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209 礦物和岩石; 閃閃發亮的寶藏 卡琳.斐南(Karin Finan)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278 消防人員: 滅火和救援 卡琳.菲南(Karin Finan)作; 李雪媛譯 精裝 1

9789865704285 大自然: 探究與保護 阿妮特.哈克巴特作; 姬鍵梅譯 精裝 1

9789865704544 火山: 來自地底的火焰 曼福雷德.鮑爾(Manfired Baur)作; 王榮輝譯 精裝 1

9789865704551 中古世紀: 皇帝、貴族與農民的社會 安得列雅.莎勒(Andrea Schaller)作; 林碧清譯 精裝 1

9789865704568 飛機 飛行者的夢想 馬丁.卡魯札(Martin Kaluza)作; 林碧清譯 精裝 1

9789865704575 鯨魚與海豚: 溫柔的大塊頭 曼福雷德.鮑爾(Manfred Bauer)作; 張淑惠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704 古羅馬: 古代的世界強權 安娜.馮克(Anne Funck), 莎賓娜.胡亞(Sabine Hojer)作; 林碧清翻譯精裝 1

9789865704711 鯊魚: 拜訪迅捷獵手的國度 曼福雷德.鮑爾(Manfres Baur)作; 王榮輝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泛亞國際文化



9789865704735 汽車: 馬力、混合動力和渦輪增壓器 班恩德.佛勒斯納(Bemd Flessner)作; 張淑惠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742 世界七大奇蹟: 上古時期的寶藏 克莉絲汀.帕克斯曼(Christine Paxman)作; 王榮輝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759 爬行類和兩生類: 壁虎、林蛙和巨蜥 雅麗珊德拉.韋德斯(Alexandra Rigos)作; 賴雅靜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766 人體: 大自然的奇蹟 莎布麗娜.拉希雷(Sabrina Rachle)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780 月球: 神秘且力量強大 曼福雷德.鮑爾(Manfred Baur)作; 賴靜雅翻譯 精裝 1

9789865704797 機器人: 超級電腦和神奇好幫手 貝楊.博雷斯納(Bemd Flessner)作; 林碧清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1818 漢寶家族大集合 劉清彥文; 陳和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1900 烏山頭水庫: 和八田與一的故事 施政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33 樹懶的森林 蘇菲.史崔蒂文字; 王青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40 美麗大地 刀根里衣文圖; 徐素霞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57 小青和小蛙: 好羨慕、好羨慕啊 岩村和朗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64 真的有鬼嗎? 木村裕一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88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495 我的第一本形狀書 麥格森.戴文波, 辛蒂.羅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01 我的第一本數數書 麥格森.戴文波, 辛蒂.羅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18 我的第一本顏色書 麥格森.戴文波, 辛蒂.羅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25 我的第一本聲音書 麥格森.戴文波, 辛蒂.羅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32 圓仔山 曹俊彥文.圖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2563 森林幻遊 張又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2587 好大的胡蘿蔔 刀根里衣文圖; 徐素霞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594 給我抱抱 皮哲米斯瓦.魏赫托維奇文; 艾蜜莉.吉貝克圖; 林蔚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631 青蛙樂隊 刀根里衣文圖; 徐素霞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125 Reflections on a changed life 王樂怡[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6418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 第三期 黃子庭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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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922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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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9227735 和動物一起做瑜伽 羅雷娜.帕亞倫加(Lorena V. Pajalunga)文; 安娜.佛拉提(Anna Forlati)圖; 左馥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27742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4, 戰國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7759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5, 秦王朝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7773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6-7, 兩漢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27780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6-7, 兩漢時期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27797 史黛拉的家庭 瑪利安.席佛(Miriam B. Schiffer)文; 荷莉.克夫頓布朗(Holly Clifton-Brown)圖; 洪絹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904 躬耕: 波動農業-新時代生命工程 林明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金縣浯洲有機樂活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怡和創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9451 那些最有錢的神仙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12 史上唯一一部占卜遊戲書 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99536 任性還是認命: 全世界最好玩最精準的占卜遊戲腦力&創意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543 腰瘦下來的101種方法 蔡湘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35 做一棵會開花的樹: 30歲找回真正的自己 江靜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66 日本神明、神社與神話: 了解日本神明信仰,從這本書開始鍾怡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697 學會各派羅盤,這本最正確 黃恆堉, 李羽宸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9703 陽宅化煞,一點就通 張清淵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340 高雄長庚30年 李炫昇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53635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30週年有感徵文集 林孟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990 在藝起X焦興濤個展 焦興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659 U19全國創意發明競賽成果專刊. 2015 鄭建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666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二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673 亞洲大學國際志工團成果手冊. 2015 亞洲大學2015國際志工團全體人員撰寫 平裝 1

9789866395680 學中做 做中學深耕服務與學習: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成果輯. 103學年羅淑真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采泥藝術



9789866395697 樂在服務與學習: 服務學習實作心得成果節錄. 103學年羅淑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1565 會唱歌的沙子 吳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25746 風格的要素 威廉.史傳克(William Strunk)著; 許智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7025753 風格就是你: 向百年寫作經典風格的要素致敬 馬克.蓋維(Mark Garvey)著; 許智雅, 劉粹倫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4081 英語演講比賽 Bill Quinn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0005 老師我愛您(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12 寫信到天堂(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29 快樂的菲菲(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36 水筆仔(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43 不能飛翔的天使(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50 愛惡作劇的小犀牛(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67 虎姑婆(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74 白賊七(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81 三隻小豬(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098 龜兔賽跑(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10104 鏡子鏡子(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拇指王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虹文化



9789865610111 人魚的眼淚(簡體字版) 趙良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4839 沙棘治癒心臟病.血管疾病!! 星野雅夫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4895 帥哥入侵 莫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01 帥哥別太跩 季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18 美人耍心機 桑蕾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4925 美人不請自來 夏洛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045 嫵妹當道 朱弦詠嘆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052 嫵妹當道 朱弦詠嘆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069 嫵妹當道 朱弦詠嘆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076 嫵妹當道 朱弦詠嘆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083 嫵妹當道 朱弦詠嘆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090 吸金妙神醫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106 吸金妙神醫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113 吸金妙神醫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120 吸金妙神醫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137 吸金妙神醫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144 吸金妙神醫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5151 吃貨嬌娘 夕南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168 吃貨嬌娘 夕南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175 吃貨嬌娘 夕南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9789863285182 吃貨嬌娘 夕南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199 寡妻怕夫纏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205 寡妻怕夫纏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212 寡妻怕夫纏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229 寡妻怕夫纏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236 寡妻怕夫纏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243 錦繡重生 迷之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250 錦繡重生 迷之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267 錦繡重生 迷之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274 錦繡重生 迷之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281 後妻 春月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298 後妻 春月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304 後妻 春月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311 憐香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328 憐香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335 憐香 藍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342 疼某大丈夫 米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359 吃苦大丈夫 樂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366 寵妻大丈夫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373 嚴選大丈夫 橙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5380 藥香賢妻 靈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397 藥香賢妻 靈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403 藥香賢妻 靈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410 藥香賢妻 靈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427 藥香賢妻 靈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434 今宵美人嬌 糖豆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5441 今宵美人嬌 糖豆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5458 龍鳳呈祥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5465 龍鳳呈祥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5472 龍鳳呈祥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5489 龍鳳呈祥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5496 龍鳳呈祥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5502 龍鳳呈祥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201 Beyond Magic 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574484218 Get Ready for GEPT(Intermediate Level)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219 物聯網應用與技術全圖解 日經電腦, 日經資訊策略編著; 張振燦, 張君逸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721 哲人孔子傳 許仁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392 超神秘的侏儸紀世界 徐向東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5921408 戰國怪人特別多 趙家三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415 隋唐其實很有趣. 卷一, 梟雄戰梟雄 北溟玉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51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致科技



9789865921422 隋唐其實很有趣. 卷二, 王牌對王牌 北溟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439 像趙匡胤一樣活著全集 獨孤慕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446 太平天國那些事全集 烽火金田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651 日語服務行銷力知能手冊(マーケティングサービス手帳)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668 観光者向け日本語(觀光日語)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848 社會變遷下醫療法制發展之研究. 三 林更盛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152 修復與擦掉: 東海湖空間再造計畫 彭康健作 平裝 1

9789865990756 夢谷啼明鳥: 東海生態藝術步道 彭康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879 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 梁碧峯著 其他 1

9789865990886 貝聿銘與東海大學魯斯紀念教堂的故事 梁碧峯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90893 東海大學草創期校園規劃與建設的故事 梁碧峯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90909 重燃東海開創精神的旗手: 葉芳栢代理校長紀念專輯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芸奕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法律學院



9789865990916 東海大學第三學院誕生的故事 梁碧峯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17755 棒針編織記號基礎範本 Boutique社著;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499 作文最佳名句辭典 陳春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66512 文學情緣.土地情 呂自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715 會計學概要: 重點提示與試題解析 黃美玲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684 大手牽小手,我愛讚美主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134691 基督徒手冊. 6, 新約導論 劉錦昌著 平裝 1

9789867134707 基督徒手冊. 5, 舊約導論 劉錦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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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剛法林印經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非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畔



9789868692572 生命的覺醒: 六祖壇經說什麼! 開藏法師講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217 亂臣賊子懼、大罪有六、孔孟荀的批判: 超「課綱和反課綱」的小四說法&臺禍蔡英文楊冀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2368 他來了,請閉眼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375 他來了,請閉眼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5078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25085 嬌娘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25146 慈悲城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5153 慈悲城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5337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5344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368 大明官 隨清風去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25467 萬事如易. 第二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474 萬事如易. 第二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498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504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511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5528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5535 全職高手. 第三部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573 卿卿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5580 全職高手. 第二部 蝴蝶藍著 修訂二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性理大學籌備處



9789865625597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603 毒婦難為 雁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665 萬事如易. 第三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5672 萬事如易. 第三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5702 金陵春 吱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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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9129 軟體工程2.0: 使用SBC軟體架構 趙善中, 孫述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9143 系統規格描述: 使用SBC架構描述語言 孫述平, 楊仁達, 趙善中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334 Reset無用勇者傳說 許方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94341 聽鬼 血玫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58 YO,這位BROTHER 名為變態的神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65 夜行: 風神鳴響 黃致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72 讓家自由,讓自己愛: 35個家庭諮商的故事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89 帝國大學赤雨騷亂 瀟湘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396 黃泉: 甦生 知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001 Reset無用勇者傳說 許芳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72018 腐腐得正: 男人的友情就是姦情 Co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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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3

阜盛文教



9789869102032 白話字運動先行者: 鄭兒玉牧師紀念文集 蔣為文主編 初版 平裝 6

9789869102049 Long是金e!臺語認證考古題 蔣為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557 新琴點撥 簡彙杰作 增訂二十版 其他 1

9789866581571 BASS節奏訓練手冊 前田JIMMY久史作; 柯冠廷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588 39歲開始彈奏的正統藍調吉他 安東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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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81601 用一週完全學會!Walking Bass超入門 河边真作; 柯冠廷譯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4630 Unity遊戲開發: 從基礎到APP上架獲利 鍾世和, 陳念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715 ASP.NET專題實務. I, VB入門實戰(VS 2015年版)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746 來道愛的親子料理: 一家人的幸福餐桌,就跟孩子一起準備吧!龍東姬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753 不一樣的Node.js: 用JavaScript打造高效能的前後臺網頁程式錢逢祥, 蔡政崇, 林政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4760 Visual Basic 2015學習經典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784 程式設計輕鬆學: 使用Scratch 2.X 高慧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791 輕鬆玩Google: 漫步在雲端 黃建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814 創造屬於自己的圖案: 平面設計師嚴選101素材 方嘉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821 Android穿戴式裝置程式開發攻略 David Cuartielles Ruiz, Andreas GÖransson著; 黃振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838 程式設計師的面試大進擊 Harry He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845 Java 8視窗程式設計 位元文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852 TQC+Flash動畫設計認證指南: Flash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869 DIY!2016素人的電腦組裝與選購 PC MAN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9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松崗資產管理



9789572244869 DIY!2016素人的電腦組裝與選購 PC MAN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4876 DIY!2016素人的電腦問題故障排除 PC MAN編著 其他 1

9789572244883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超實用的Office泡麵速成技(Word X Excel X PowerPoint)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890 丙級電腦軟體設計學術科解析. 104年版 張建原, 漆慶福, 呂庭宇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906 看完再動手!這樣做審查資料就對了 曲慧娟等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2244913 計算機概論考前衝刺60天. 104年版 余忠潔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920 簡單實用的網頁視覺設計法則: 設計師必備的10個好用招式晉小彥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4944 電子學(104年版) 楊東海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244951 TQC+編排設計認證指南 InDesign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968 Illustrator+Photoshop+InDesign完美結合: 平面設計技法一次學會楊馥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975 歪門道 鐘友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2244982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行政與人力資源的Excel 2013職場應用技李杰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4999 威力導演14: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蔡德勒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019 Google輕鬆玩,用Google sites打造專業級網站 黃德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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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033 新思維系列Visual C# 2015程式設計 陳惠貞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040 新思維系列Visual Basic 2015程式設計 陳惠貞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057 用四季佐菜: 自己作,安心吃的99種罐裝漬物 方玲雅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064 iOS 9玩全密技: 蘋果迷教你玩通iPhone(iPad mini/iPad適用)蘋果迷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071 數位攝影練習課: 基礎概念X主題實拍X修圖技巧陳思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088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Photoshop CC簡瑞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095 ASP.NET專題實務. II, 範例應用與進階功能 MIS2000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101 突破平面PhotoshopCS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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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118 為什麼他能靠攝影賺錢 Alicia Caine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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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149 統計X分析X解讀X決策: 無敵好用Excel樞紐分析表(2013適用)張哲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156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解析(105年版) 黃吉米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163 威力導演: 影音魔法剪輯 蔡俊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170 打造一個北歐風的家: 50款環保手作小物提案 姜鎬正著;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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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217 TQC+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EPUB3黃震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224 設計師的文字力: 字型應用、字體設計與文字編排的法則吉姆.克洛斯(Jim Krause)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4884 圖解日式竹圍籬 吉河功編; 方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4891 圖解生物學 大石正道著; 洪悅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4907 圖解榮格心理學 長尾剛著; 蕭雲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4914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2016年版 古雲秀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6434938 圖解大師油畫技法: 一次傳授13位劃時代油畫大師的經典技法視覺設計研究所編著; 劉素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201 創新設計模式與實務設計 陳昭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9519 100種藥草療癒全書 喬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9526 悶燒罐湯品廚房: 35道美食極品養生湯,健胃整腸x美容抗齡x安定心神一次搞定百瀨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06 話畫. 2 李昆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山僧伽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5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和創意設計實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2443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 一0二-一0三學年度 法鼓山文化中心編輯 平裝 1

9789868682443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 一0二-一0三學年度 法鼓山文化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36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圖書館館際合作會議成果報告書. 104年度林勤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12 藝術美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林勤敏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29 資訊傳播技術在翻轉教育的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明道大學資訊傳播系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29709 書蟲鎮豪門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16 良婿自個教 橙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23 美人躍龍門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30 百寶ㄚ鬟 馥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47 順手牽羊妻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54 刁妻翻牆來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資訊傳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2429761 撿來的牛郎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78 福妻智多星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85 閒妻鎮後宅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792 可不可以不再見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08 重返錯過的那年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15 換你跟我說晚安 辛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822 孤單之後你來了 鐘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374 思考致富: 鑄造富豪的13級成功階梯 拿破崙.希爾作; 夢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81 魅力人生,很簡單: 成功學大師卡內基寫給女人的快樂魔法書亦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398 女醫師解惑子宮切除 張錦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6896 心.光明遠大: 念念清淨,遍照光明;步步踏實,前程遠大。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919 禪與悟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6926 聖嚴法師年譜 林其賢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5986933 聖嚴研究. 第七輯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940 參訪寺院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6957 法華經成立的新解釋: 從佛傳解讀法華經 平岡聰著; 釋惠敏, 釋洞崧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015 興盛開展的佛教 沖本克己, 菅野博史編輯; 釋果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022 一行禪師說佛陀故事 一行禪師著; 何蕙儀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488 奧地利.瑞士: 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5879495 大阪京都關西廣域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11版 平裝 1

9789865879495 大阪京都關西廣域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1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687 關聖帝君戒淫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5452 清代荀學研究 陳秋虹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731 二十一世紀法學新思維: 賴來焜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賴來焜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677 看線圖高效率賺外匯 Joe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44684 金融人超求職術: 華爾街女王親授的力爭金融業高薪勝組Step By Step錄取圖解米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昕運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源資訊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和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01 永續發展與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819 雷蒙的好客創意食譜: 快速、新穎和簡單,好吃也好看雷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826 這就是蔚藍海岸：追尋雷諾瓦、馬諦斯、畢卡索、夏卡爾、考克多等藝術家的足跡，走入法國南部最不容錯過的15座大城小鎮李芸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833 茶日子. 2: 心之茶器,茶湯之外的形神與修為 李啟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6504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2936535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2936542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2936511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6559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936528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6566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2936573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6580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6597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2936627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6634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6603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36641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河圖文化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9789862936610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2936658 妖刀記 默默猴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2936665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6672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6702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6719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6726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2936689 大學刑法課 小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2936696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6733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6740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2936757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6764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6771 小鎮情慾多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2936788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2936795 出賣女神 弄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6801 出賣女神 弄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6818 出賣女神 弄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6825 出賣女神 弄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6832 出賣女神 弄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30021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33893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33909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34302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34586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9

采實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8896 揉揉小腿肚的驚人自癒奇蹟: 70%的血液集中在人體「下半身」,天天按摩小腿,疾病就會慢慢改善槙孝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399 提高懷孕力的3分鐘助孕體操 岡部朋子著; 原利夫監修; 程蘭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29 1分鐘,練出最棒的曲線 崔玄貞作; 陳馨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36 90%的病,從牙齒開始 波多野尚樹作; 賴祈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43 你不知道的名店調味手帖: 261道獨門醬料大搜密主婦之友社編著; 何姵儀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50 我瘦了50公斤,不復胖! 權尾珍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67 跟著博士這樣吃,記憶力變好了! 安田和人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74 狗狗教我的事 三浦健太原作; 熊瑾陵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81 真希望回到20歲的體重 岡部正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498 氣內臟自癒按摩法 Yuki作; 方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04 1杯就有感! 行動蔬果飲101道 萬年曉子作; 葉廷昭,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11 結論說得漂亮,說服力100% 山口明雄作;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28 一看就懂的「活力腸道飲食法」 藤田紘一郎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35 飲料大騙局: 第一手飲料廠商不敢說的真相,前食品公司員工挺身吐露告白黃太瑛著;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42 3天改變體質的斷糖飲食 西脇俊二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59 築地究極美食大特搜 Yuki Ozawa作; 程蘭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66 談判絕學 豐福公平作; 賴祈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73 142種超好玩的親子畫畫BOOK Wisdom Factory著; 劉成鐘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80 改變2萬人的腦部減壓操 美野田啟二作; 賴祈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597 驚人的超慢跑瘦身法 梅方久仁子作; 游韻馨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03 醫學院高材生才知道的驚人記憶術 築山節作; 李伊芳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10 料理科學 Robert L.Wolke作; 洪慈敏, 黃作炎,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27 森林的童話 禹德鉉文; 羅玄晶圖;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34 容易緊張的人,如何說話? 酒井美智雄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41 罐裝排毒水【法國藍帶甜點師獨家配方】 Sachi作; 趙君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58 日本家事女王才知道的神奇家事術 本多弘美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65 幻想時光 崔光禮著; 陳馨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72 環遊世界 王仁熙作; 太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89 午夜的野餐 瑪郎路娜作; 陳馨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696 養出零蛀牙．獨立的孩子《0~6歲牙齒保健術》日本口腔養成學會編著; 朝田芳信, 槙宏太郎監修; 蔡麗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02 四季之門 李政姬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19 超模瑜伽老師的懷孕安胎瑜伽 朴書希作; 邱淑怡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3726 靜心圖騰療癒著色本 Michael O'Mara Books出版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33 CityScapes城市彩繪樂園 亞立珊卓.蔻薇爾(Alexandra Cowel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40 Whimsical Gardens我的異想花園 亞立珊卓.蔻薇爾(Alexandra Cowel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57 常備麴醬料理 是友麻希作; 林謹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64 森林漫遊 Michael O'Mara Book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71 粉蠟筆畫畫遊戲: 可愛動物.花草昆蟲.交通工具,隨手就能畫出45種超有趣圖案天少作; 李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88 你塗我畫! 親子著色樂園 Hannah Wood, Jessie Ecke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01 改善脖子僵硬,身體90%的疼痛都會消失 三井弘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18 【全圖解】聰明收納術 張二淑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25 3天斷糖【圖解實踐版】 西脇俊二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32 超圖解收納術 本多弘美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49 新食感抹醬三明治 朝倉惠作; 謝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56 不只做吐司! 129種超人氣麵包機烘焙寶典 神美代子作; 方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70 LE CREUSET鑄鐵鍋飯料理: 拌飯、蓋飯、炒飯、蒸飯、壽司60道幸福米飯食譜主婦の友社編著; 白璧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336 人間天語天人行 承澐傳譯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玉山菊元協會



9789868916142 光明語錄. 中華民國105年版 谷口雅宣,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原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長之家傳道協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6159 日常生活中的真理. 佛典篇 谷口雅春原著; 中華民國生長之家傳道協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460 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895 顛覆世界的力量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著; 王建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807 養雞產業60年紀事實錄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919 玲玲的哥哥 黃葳威, 任維真文; 黃建中圖; 俞振儀, 黃葳威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629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雞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危機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306 大腦能量健康操 梁懷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306 大腦能量健康操 梁懷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318 訓練品質與企業經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三屆社團法人中華訓練品質學會論文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208 征服國際的憲法 張天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906 趙英來評傳: 改變世間的美麗熱情 安京焕著; 朱立熙, 鄭乃瑋, 顏思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804 林仔城集英館拳術套路. 2015: 伏虎剖腹 南投縣埔里鎮籃城社區發展協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籃城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念佛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愛公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韓文化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能量運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訓練品質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804 成唯識論 玄奘菩薩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813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修持儀軌釋義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下冊 2

9789869185820 嘉言錄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202 打造新住民的幸福家園: 岡山社區大學跟你一起打造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4629 蝶蝶不休話基隆 沈錦豐作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7207 陶心未泯: 鶯歌當代陶藝故事書 楊國龍, 黃思涵採訪.故事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4052 啟示錄交響曲 孫恩源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自學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陶瓷釉藥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真言宗普賢流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綠繡眼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213 追尋大肚溪 黃豐隆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106 戲臺佈景彩繪保存者: 侯壽峰傳奇 王以亮, 劉南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7106 戲臺佈景彩繪保存者: 侯壽峰傳奇 王以亮, 劉南芳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8612 視多障兒居家生活訓練手冊 吳致葦等著; 林一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914 南南志語: 南方建築三年展專輯. 2016 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749 勝過憤怒: 啟示性禱告內在醫治訓練手冊 羅伯特.費衛特(Robert Fetueit), 凱蒂.費衛特(Kathie Fetueit); 林國仁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以利亞之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壽峰美術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084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年會暨研討會暨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2015: 防災科技學門計畫成果研討會. 104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149 At Full: 劇場燈光純技術 高一華, 邱逸昕, 陳昭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506 賽德克 Siyac Nabu作 平裝 1

9789869214513 セエデク民族 シヤツ.ナブ(Siyac Nabu)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9417 人際關係建造課程102 用愛心說誠實話 學員手冊Equipping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著; 社團法人臺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9424 人際關係建造課程301 心意更新而變化 學員手冊Equipping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著; 社團法人臺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629431 人際關係建造課程401 面對衝突追求和睦學員手冊Equipping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著; 社團法人臺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408 縱橫非洲系列 陳義芳總編輯 1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非洲經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亞歷史資源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511 民間社福團體辦理政府委託服務實務手冊 黃政偉文字整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207 片雲沛雨Small Cloud, Heavy Rain: 讀經心得與信仰省思活泉甘霖教育文化協會, 美國谷中百合基金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412 從前從前... 桂雅文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908 當代攝護腺癌精選論文點評導讀集 蒲永孝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267915 臺灣攝護腺癌專家共識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912 詩篇選. 二, 119篇: 律法與平安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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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楓城泌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活泉甘霖教育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

臺灣社會福利總盟



9789869157629 觀眾最愛設計師. 2 幸福空間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203 Amores desde taiwan 平裝 1

9789869191210 Cantares en Taiwán Santiago M. Rupérez[作] 平裝 1

9789869191227 Esencias de la tauromaquia en la pintura de Jacobo GaviraJosé Campos Cañizares作 平裝 1

9789869191234 Un nuevo texto del Tao Te Ching. Reconstrucción de Yen LingfongJosé Ramón Álvarez[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149 日本新幹線高鐵出發囉! 鎌田步文.圖; 廖宏成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006156 什麼都要洗乾淨 鎌田步文.圖; 陳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163 花子小姐是誰呀? 古川拓文.圖; 陳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2444 iOS網路程式V.S雲端應用程式開發 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451 用LEMP取代上世紀的LAMP: Nginx快穩狠準的網站伺服器陶利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475 潑墨: 流瀉白際的水墨基礎畫集 鄭中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482 英式鮮活◆輕食: 手作栽種的小確幸,打造陽臺上的都會叢林妖妖著 平裝 1

9789863792499 擺脫舊時代的RDBMS: Redis使用記憶體處理的NoSQL李子驊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543 專家親授: 極深度大數據專用統計理論 楊旭著 平裝 1

9789863792550 Linux開放精神的創始著: 林納斯.托瓦茲Linus Benedict Torvalds張樹聲, 陳斌, 朱國文著 平裝 1

9789863792567 日日茶摘: 品鑑、購買、沖泡、收藏經典―熱賣回甘版陳龍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9789863792574 落腳在地球的彼端: 歐洲、南美、島嶼、兩極—漫步地球不停歇DEEP中國科學探險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581 「瑞」不可擋.「典」藏手札: 漫遊歐陸的行旅筆記李奕廷著 平裝 1

9789863792598 吃蕃茄.瘦全身: 42道美味番茄輕食料理 王楠楠著 平裝 1

9789863792604 還在寫PHP?大師才用輕量級Ruby及JavaScript開發Web邱俊濤著 平裝 1

9789863792611 只會Hadoop還不夠: YARN程式碼解構應用 周維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628 比VM粒度更細的Container時代來臨: 使用Docker不再需要架設系統浙江大學SEL實驗室著 平裝 1

9789863792635 把全世界的電腦變成一台: 利用未來核心網路 趙慧玲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642 別再擔心主機託管了：用CDN建立無差別全球快取系統梁潔, 陳戈, 莊一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659 一定要隨身攜帶的Mac OS X Objective C函數速查手冊張權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673 讓你的Android程式碼10倍速不出錯 陳德春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680 x86平台的MAKER: 使用lntel Edison及Yocto Project陳士凱, 程晨, 臧海波等著 平裝 1

9789863792697 iClone6 3D動畫做中學 趙國運著 平裝 1

9789863792703 小而美版本的OpenStack: 架設oVirt/KVM輕快方便私有雲何坤源, 胡嘉璽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710 東歐、尼泊爾、越南、巴布亞新幾內亞: 波光瀲灩、不虛此行李啟華著 平裝 1

9789863792710 東歐、尼泊爾、越南、巴布亞新幾內亞: 波光瀲灩、不虛此行李啟華著 平裝 1

9789863792727 不設限美味提案: 麵點、湯品、地方菜．80道中式經典佳餚一次收錄蝶兒著 平裝 1

9789863792734 教你睡好眠：與潛意識溝通 擊滅負能量的實用催眠自療手冊蔡丹妮著 平裝 1

9789863792758 典藏中國鐵路車票 金萬智著 平裝 1

9789863792765 我的黏土同樂會: 在手作的世界找到快樂的泉源劉然, 辛玲, 張予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2772 化腐朽為神奇 :MAYA 3D動畫X建模實用技法大公開吳旻書著 其他 1

9789863792789 用Swift語言: 一次搞定所有蘋果裝置的程式開發老鎮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819 還在找IDC 架主機?: WebSites Azure 雲端時代新選擇趙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833 SOA架構的唯一途徑: Apache CXF完美建立企業解決方案任鋼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840 會PC就會Arduino: PC+Duino=pcDuino 李瀟海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857 為什麼全世界都在學Node.js: 成為程式高手還差這一步黃丹華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864 要掌握iOS開發,先掌握iPhone上的每一個感應器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2871 設計這件事!窺見創意設計輪廓 孫鳴遠著 平裝 1

9789863792888 貓奴の告白全記錄: 千姿百態喵星人繪本 官純著 平裝 1



9789863792895 養腎即養命: 89道零負擔養腎食譜 薛永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2918 漢方藥用植物圖典速查 朱意麟, 易蔚, 黃克南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2932 3ds Max+VRay實務教戰寶典 張宸翰, 詹永任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847 翰墨新情: 王順福莼鱸集 王順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01854 翰墨新情: 施筱雲文墨創作集 施筱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0163 應教木鐸振春風: 李炳南先生學術與數位人文研究論文集周玟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728 閱讀山城女書: 苗栗女性的在地生存境遇與反思李威霆等著 平裝 1

9789867599735 中東歐民主深化與挑戰: 捷克個案與比較社會研究鄭得興著 平裝 1

9789867599742 發展性社會工作: 理念與實務的激盪 葉瀛賓主編 平裝 1

9789867599759 當代臺灣四朵奇葩 陳秉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639 智慧終端開啟IC設計新扉頁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646 全球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6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蓮



9789865914653 4G、5G與物聯網共同發展未來與趨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904 炎黃石夢 王榮標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308 微笑,旺萊 江宜錦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918 誰說人妻不傲嬌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25 失控情人狠狠愛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32 無歡的纏郎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49 黑少的誘惑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56 留愛察看九十天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63 續弦心計. 上: 我的娘子才不可能撒嬌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70 續弦心計. 下: 我的相公哪有這麼霸氣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8994 重點式戀人 梁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728 良人找上門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43735 輕易愛上你 蘇曼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742 我的硬漢芳鄰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759 絕配來敲門 茱麗.詹姆斯(Julie James)著; 浩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3766 鷹主的男人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縣奇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9243773 鷹主的男人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43797 業務的新歡 伍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3603 婚約繼承人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64379 繪心❤十色 林崎文博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09 直到月落之時 宮城とおこ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430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著 小鳩まり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607 飼養人科貓男的女子 藤井滿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614 女僕日常! 吳靖國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638 阿化子家銀河商店街 樋口大輔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652 777街頭除惡隊 小沢利雄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4676 超絕異能妹 坂本光陽原著; 箸井地圖漫畫;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683 少女殺手 板倉梓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720 樂園之殼 如月芳規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744 是妖精不是妖怪 萬小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751 黑之館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768 Cocytus悲嘆之河 コダマナオコ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782 基度山伯爵之復仇 熊谷主浩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799 月、世界與歌姬 高上優里子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836 偽姬日常 佃煮のりお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850 貪戀的熱帶魚 北川美幸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874 今晚、在老師的臂彎中 真村澪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4881 那顆星星我們喚為愛情 小泉蓮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4911 你是我的小宇宙 能登山圭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4928 15歲 麻木龍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長鴻



9789575164997 我來介紹她是我老婆 月見琵琶子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017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048 大和&撫子 新井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055 亂世清流: 女中豪傑: 幕末八重之櫻 松尾志世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079 世界擬人化計畫 直田坪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116 百花繚亂錄 蒔原櫻子漫畫; 高殿円原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161 洛神花之愛的調教計畫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178 雲頂學院 璇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192 五番街的白山羊小姐 結月櫻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222 直到月落之時 宮城とおこ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239 被時間遺忘的公主: 時緒緣起譚 坂口一克原作; 荒卷美由希作畫;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246 好想被他吃掉: 愛慾x戀華 本春香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253 絕對會幸福的H 相川裕等作; 堯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376 真鐵的AGARTHA 時任奏作; 劉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383 Fake: 公主與王子的偽裝 文倉咲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406 LOVE HARD愛情不簡單 袴田十二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413 惡魔★搖滾 那貴林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5437 我的老婆是水獺 街子マド力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581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5703 思春鬼的兩人 反轉邪郎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5710 出雲當家。 新惠作; 松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727 車上童 中島零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5918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165932 妖怪博士之明治怪奇教授錄 田中可奈子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6014 Miharo replace: 裝甲少女戰警 あきづきりょう作; Nobunag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196 飯田橋的雙葉醬 橫山了一原作; 加藤真弓作畫;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653 森之中書店的悠然日常 伊藏柚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660 橄欖球社女經理的革命奈津菜的心願!! 森尾正博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677 時光沙漏fragtime 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684 繪心❤十色 林崎文博作; urz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691 四眼俗氣男的愛情反擊 佐倉紫露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721 禁歌 森智夏子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745 EG繪圖師 酉川宇宙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776 蒼界的夏娃 山田J太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7783 我家哥哥是弟控 廣田奈都美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790 蜜談: 甜蜜新婚篇 水谷京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806 超S軍服: 服從本大爺吧 泉翔作; 杏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813 違規的秘密情事 お湯かけご飯(OYUKAKEGOHAN)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820 給正值思春期和倦怠期的笨男友 紗織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837 私立禁穿內褲學園 紺野あず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844 肖笑!金魚莊 岡野小夏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851 (黑)天使 林原翔一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868 幻獸星座. 達拉夏爾篇 秋乃茉莉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882 萌萌達令 佐野愛莉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899 歡迎光臨惡男咖啡廳 金田夏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905 用愛救地球! 森生真実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912 電.擊.婚.約. 心步由美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929 薔薇少女dolls talk PEACH-PIT原案; 佳瑠來春漫畫; 蘇黎衡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936 被時間遺忘的公主: 時緒緣起譚 坂口一克原作; 荒卷美由希作畫;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943 五番街的白山羊小姐 結月櫻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7950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967 寵愛,純情 松果南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7974 天與你在一起。 星森雪最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7981 忠犬男孩今天也在校門口等候。 月見琵琶子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001 絢爛的世界舞臺 Cuvie作; KIYO. D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018 基度山伯爵之復仇 熊谷主浩作; 豬排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025 雷塔莉亞公主: 薔薇的海盜 氷栗優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032 真情之吻Real Kiss 小純月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070 七海在談不可告人的戀愛 美咲涼作; 花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162 戀愛❤雞尾酒 志賀乃夷織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179 就是不給我愛 刑部真芯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186 大日本武士女孩 至道流星原作; 佐藤健悅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193 橫濱線的分身 玉木凡妮莎千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209 黑之館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8230 惹人憐愛的可憎男人 秋元奈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278 直到早晨的親吻擁抱 志賀乃夷織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285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渡邊志穗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292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346 我才沒跟惡魔談戀愛! 牛乳リンダ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391 宇宙廣角鏡 櫻田葵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414 格物師的歷史書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8421 被死神吃掉的D 神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469 高台家的成員 森本梢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476 時空謎夢T 高橋美由紀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520 我喜歡XX 雨宮榮子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582 喜歡喜歡好喜歡好討厭!! 佐野愛莉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599 和社長那個啊

♡

: 第3次的親吻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05 不能犯 宮月新原作; 神崎裕也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612 令人不安的童貞 日野晶作;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29 花結 南谷郁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36 未成年愛狠大 水波, 風南作; 喵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43 嘆息的瑪莉 柳井和香菜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67 兔兔茶杯 草野魚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74 裏在毛毯中的你 有田直央作; 凱薩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81 末日的愛情 吉田斑鳩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698 好可愛、好可愛的女孩 石田拓實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704 神祕的房東❤ 志賀乃夷織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711 就是不給我愛 刑部真芯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728 和社長那個啊

♡

: 加溫4℃的甜蜜嬌喘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735 偶像教主Premium 七霧京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742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759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8766 菁英同盟!! 岩岡美兔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773 Love Karma-愛情狩獵者 小柴哲也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780 八百X九十九 鈴木小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797 南紀的廚房 元町夏央作; 梓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8803 現在、王子製造中! 柚木微菜著;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810 惡循環的xx ほむらじいこ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168827 惡循環的xx ほむらじいこ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168834 棲木上的青鳥 みゆき朗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841 吞噬淫亂的犬男 藤村綾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858 drop深陷情海 紗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872 天與你在一起。 星森雪最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889 飛花下的詭計 雨隱ギド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896 當下的虹步 藤末櫻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919 手紙Letter 樋口橘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933 花嫁調教: 丈夫、秘書和新娘 黑岬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8940 Stella et mille feuille: 星星與千層派 渡邊加奈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8957 龍妃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964 闇獵者 四隻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8971 格物師的歷史書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8988 緣結姬X透明君X隔壁殿 冰燈玉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8995 你和鬆軟的毆姆蛋 星野正美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008 公主身旁的王子大人 淺野彩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039 美眉天堂: 來玩色色的遊戲嘛 大橋薰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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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169053 愛的工作 浜口奈津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077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084 調教枷鎖: 被玷污的純潔 雨宮叶佳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091 我家的貓咪當然是最可愛的唷(貓道) 紫真作; 藝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107 曼波魚美眉和獅子君 佐倉紫露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114 銀砂糖師與黑妖精: sugar apple fairy tale 幸村ALTO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121 黏密煽情的浴室: 羞於見人的肉體 雨宮叶佳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138 S男友X禁斷: 櫻愛戲 陽香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145 秘密的炮友哥. 戀人篇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152 UNDER HERO檯面下的英雄 高田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169 式神男子 七尾美緒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176 百日紅男子高等學校!! 花緒莉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183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another 小椋茜作; 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190 染上你的藍 鮫沢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06 妄想人體實驗: 占滿一切 雨宮叶佳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20 絕無僅有: NEVER EVER 藤崎真緒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237 Secret Rule: 秘密潛規則 上川吉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44 監督脫線日記 安野夢洋子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268 罪X罰: 夜晚秘事 心步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275 貓手帳 生藤由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312 看來你是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329 和社長那個啊

♡

: 用五感感受的戀心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343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169374 儘管如此我們仍要談戀愛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381 黑白雙帥與小杏。 桃井董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404 龍妃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169411 孩童戰爭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442 巡警很忙PB 石川知花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565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9596 Tiny Tiny HAPPY: 小確幸 飛鳥井千砂原作; 空あすか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602 我是她的、俘虜 白石由希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169619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169664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169671 半顆星願 蘇茉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688 黑之館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169695 捉妖宿舍的問題生 水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701 看來你是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718 龍妃. 第二部 夢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732 戀愛來臨時是全彩: 一切和你開始 水瀨藍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787 傾聽我的心 雞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794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169800 禁.斷.婚.約. 心步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169817 鷹和鳶和油豆腐 六路黑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824 紫織大小姐被虐中。 高宮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831 手裏劍和百褶裙 樋野茉理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848 繫上領結時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855 小雪會墮入地獄嗎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169886 我的雌雄同體症候群 花音千尋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893 胡桃莊的追夢人 平喜多柚也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909 我是個廢神又如何? 宝井咲季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169916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 扇ゆずは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169923 黑貓男友的溢愛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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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8679 好生之德: 戒殺放生群疑釋論 平裝 1

9789868948686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畫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9311 北台灣宣教報告: 馬偕在北台灣之紀事. 1868-1901陳冠州, 甘露絲(Louise Gamble)總編輯; 陳冠州等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0549 你怎麼先走?: 由子女驟逝者的哀傷論陪伴模式之建構王純娟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706 黃小玄的家庭聯絡簿 黃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209 繁花.綻放 魏麗燕文字.編輯.攝影.插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魏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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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之鑰創意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88

送存冊數共計：189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燿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969 奇蹟原則50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王進偉, 若水合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082976 親子關係: 世間最難修的一門課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林慧如, 陳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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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5939 毛公鼎是怎麼到博物館? 陳玉金作; 孫心瑜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985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四屆 蘇麗春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99325 國民中學社會. 一下 王靜新等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602 緣想.漫活.廿四節氣 張宮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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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活力果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奇蹟課程



9789866191855 健康、財富、愛與完美自我表現的人生秘密 佛羅倫斯.斯科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陳昭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862 想像力是完美人生的剪刀 佛羅倫斯.斯科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886 大師風水.住對房子,富貴一輩子!: 不一樣的風水致富真相吳義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1893 寶石與戒座: 法國舊城區保存中的<>法令、制度與操作實務王維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795 愛情.祕密.謊言; 長舌婦 馬里伏原著; 林志芸譯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801 民國人物與檔案 周惠民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818 教學是一種志業: 教學行動研究案例分析 陳幼慧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825 文學東亞: 歷史與藝術的對話 吳佩珍等著; 陳芳明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832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 王文隆等著; 周惠民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052 無重紀 葉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318 三浦綾子: <>告訴我的故事: 為什麼耶穌的魅力吸引了我?三浦綾子著; 許書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325 祈禱的美麗境界 奧村一郎神父(Fr. Augustine Ichiro Okumura, O.C.D.)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332 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麼? 三浦綾子著; 許書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飛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政大出版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408 做個鹼性健康人: 最權威.最樂活.最輕鬆的酸鹼平衡法,找回身體自癒力!劉正才, 朱依柏, 鄒金賢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46415 全圖解奇效手部按摩: 按一按!體內自癒力喚出來!季秦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6439 無害の照明: 剖析光與眼睛之間的密切關係,打造有益身體健康的光線!結城未來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420 職人手作包: 機縫必學的每日實用包款 LuLu彩繪拼布巴比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37 型男專用手作包. 2,隨身有型男用包 古依立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5256 西瑞爾摩咒 派屈克.伍德洛著; 楊惠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821 始政四十周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遊覽案內 初版 其他 1

9789576387845 A new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aiwan Wan-yao Chou著; Carole Plackitt, Tim Casey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7876 臺灣最美麗的風華是人文 俞美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328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臺灣農民運動 楊渡, 簡明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359 我死去的摯友 吉勒莫.亞瑞格(Guillermo Arriaga)著; 劉家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飛天



9789869142373 寡情問題。 吧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380 河流之聲 喬莫.卡布列(Jaume Cabre)作; 張雯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2397 一封好長的信 瑪莉亞瑪.芭(Mariama Ba)作; 邱大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07 當下一念心: 智者大師<>禪釋 果如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79599 老紅帽 藍博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361 聖經.新約(簡體字版) 黃少政, 華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8385 蔣復璁先生傳 蔣祖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9273602 鐵肩辣手: 邵飄萍傳 郭汾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788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克里斯欽篇: 格雷 E.L.詹姆絲(E. L. James)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022 北埔民、居: 一個典型客家山城的庶民與建築記趣古武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39 自我的幻象之聲: 修煉平靜內心的實用指南 唐.米蓋爾.魯伊茲(Don Miguel Ruiz), 珍妮特.密爾斯(Janet Mills)著; 施奕如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560 最新．九種體質養生法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好生活制作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思行文化傳播



9789869207584 樂活,每天和身體對話 董易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525 詭辯 張渝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839458 軸心失控: 長篇懸疑科幻小說 高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12809 銀色聖誕: 長篇懸疑推理小說 高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1655 神的載體 游善鈞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7362 意外事件之空の戀 色如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379 意外事件之空の戀 色如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430 第九號愛麗絲 拆野拆替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967478 月迷疏桐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7461 月迷疏桐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7584 寒武再臨. 卷三, <>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031 寒武再臨外傳. 3, 山城之巔篇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048 一言即諾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055 一言即諾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062 矢車菊之靨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079 矢車菊之靨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086 世子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093 世子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109 來自3177的戀人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116 來自3177的戀人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要有光



9789862968123 並非陽光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130 並非陽光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147 寒武再臨. 番外卷 水千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154 斷點續傳 河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161 斷點續傳 河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178 最後的守衛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192 最後的守衛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185 最後的守衛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208 金玉王朝. 第六部, 凝華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222 金玉王朝. 第六部, 凝華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215 金玉王朝. 第六部, 凝華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239 沒有來生. 一, 堪萌萌歷險記!出發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246 沒有來生. 二, 新郎學院VS新娘([]?)學院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253 沉淪 風途石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260 皇室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277 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68284 萬人迷嚮導的煩惱 項綠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291 萬人迷嚮導的煩惱 項綠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307 師兄嫁我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314 師兄嫁我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338 皇上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8345 皇上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8352 皇上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810 佛牌教父: 第一本華人的泰國佛牌專業寶典 徐小傑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38

相印國際行銷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8690 微笑犬 Gluta Story Sarasat Wisetsin作; 陳昱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303 GRE是啊,是啊! gimgre作; 許涵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54070 海貓悲鳴之時Episode 3 竜騎士07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54087 海貓悲鳴之時Episode 3 竜騎士07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57880 「世界旅人」黃丁盛鏡頭下的世界. 西藏篇 黃丁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59358 胸衣與學士帽 露塔.蘇佩提斯作; 張雅億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0897 原色印象 李莎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245 最後一個祕密 艾蜜莉.梅鐸(Emily Murdoch)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306 精選世界地圖貼紙書: 讓孩子從小貼紙建構完整大世界The Usborne作; 易彥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337 福島核電 竜田一人著;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1344 福島核電 竜田一人著;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1443 完美攝影微調術. 晨昏夜景篇 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634 心連.情結. 7, 明日青春 庵田定夏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1832 岳 石塚真一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61856 星際大戰: 帝國大反擊 喬治.盧卡斯原作; 唐諾.葛勒特作; 甘鎮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863 星際大戰: 曙光乍現 喬治.盧卡斯作; 甘鎮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1917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1955 蛋黃哥懶人食譜 SANRIO著;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297 寶貝抱抱! 崔貞善作; 韓炳好繪;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952 皇女飼育手札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尖端



9789571062570 千萬不要認識魔羯座 同道大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587 必娶女人寫真實錄 三鳳製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624 輕熟妹的情色教戰手冊 峰那祐佳原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2709 王牌酒保a Paris 加治佐修著; 城安良嬉原作;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716 農大菌物語 石川雅之著; 蔡德襄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723 南Q阿傳 光永康則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2730 Life alive!. 2, 哥哥是屬於妹妹的 朝野始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747 東京喰種. 3, 往日 石田スイ原作; 十和田シン小說;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754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2761 薇薇安占星全面預測. 2016 薇薇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785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著;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792 Ghost Hunt惡靈系列. 5, 鮮血迷宮 小野不由美作; 王靜怡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808 我與病嬌青梅竹馬的煉愛學分 桐真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2815 輸不起~13 GAME~ 日高由香作; 孫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822 MONSTER DAYS 扇友太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839 農林 白鳥士郎作; 王炘玨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2846 圓環少女 長谷敏司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2853 廢柴撿到聖劍的結果 くさかべかさく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860 世界重組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2877 霸劍皇姬阿爾緹娜 紫雪夜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2884 水之歌 覺醒 亞曼達.霍金作;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891 十二國記: 黃昏之岸 曉之天 小野不由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2907 我的男友才不是殭屍呢 逢時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2914 御用飯桶 萌晞晞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2921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2938 死航遊戲 振鑫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2945 墮神契文 D51作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2969 魔王怎麼還不來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976 銀彈的銃劍姬 紫雪夜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2983 Only sense online アロハ座長作; 羅愷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2990 少女結晶.心之聖誕生石 高岡詩由作;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027 安小蕎絕美性感寫真書 安小蕎, 周明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065 新社員: 莉莉絲的妄想世界 Moriku等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072 絕叫學級. 10, 霸凌的下場篇 石川惠美原作; 桑野和明作; 籃球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089 罪惡螺旋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096 燭話夜談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546 燭話夜談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102 咖啡師Barista 花形怜原作; 室永供未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355 咖啡師Barista 花形怜原作; 室永供未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3119 學園公主養成法! 柚木時乃著; 蒼貓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133 Nikon D7200數位單眼相機完全解析 CAPA特別編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140 啦啦啦~哈雷路亞!: 學生會戀歌 藤原友佳著; 藍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3157 啦啦啦~哈雷路亞!: 學生會戀歌 藤原友佳著; 藍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164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6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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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63188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3195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3201 True Love: 禁忌摯愛 杉山美和子作;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3218 兄妹換換愛 車谷晴子作;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3225 獨一無二的你 川上千尋著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232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63249 潘朵拉之心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63560 潘朵拉之心 望月淳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63256 料理新鮮人SECONDO 關家澈治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3263 不正常餐廳：我是特級店小二阿噗 阿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270 金賽夫人の日語教室: 1對1女師專業指導的情色日本語講座金賽夫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287 狐狸蔔 鹵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331 閃爍的淚滴 八壽子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348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3362 極速飛行. 3, 解放 詹姆斯.派特森作; 周樹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379 東京迷途魔法師 中谷榮太作; 劉又慈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386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3393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409 偷心郎君: 忘憂醉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416 學生是危險戀愛病毒 水藍薰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423 米絲琳畫集: 墨分五色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430 愛徒養成有賺有賠,後果請參閱本書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447 鈴蘭的調香師 羽千落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454 聲優王子KISS指令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3461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478 時光當舖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485 魔法少女ipass: 初願 穹魚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492 劍與玫瑰 M.貓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515 求愛前夜: 戀愛前夜 凪良ゆ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522 紅塵引 夢三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3539 紅塵引 夢三生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3553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1063577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3607 放學後默示錄 杉井光作; 陽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3614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621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3638 御神樂學園組曲. 5, 不合理roulette Last Note.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645 不會飛的蝴蝶與天空之鯱: 從遠方的蒼藍飛向盡頭手島史詞作; 紅豆佳譯人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652 終結的熾天使: 瀨紅蓮,破滅的16歲 鏡貴也作; 宋輝雄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3669 喜歡上死黨的女友,向井弘凪的罪與罰 野村美月著; 江宓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676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ざき登作; 李珮華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3683 成為吸血鬼的你開始一段永恆的愛 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713 農林 白鳥士郎作; 王炘玨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3720 也許是現在進行式的黑歷史 淡群赤光作; 孫濟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737 聖劍使的禁咒詠唱 淡群赤光作; 韓珮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744 我的生存意義 赤月駆矢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3751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3768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775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3782 HUNDRED百武裝戰記. 3, 深紅女王與被囚的荊姬箕崎准作; Celi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799 唯妙唯俏☆COS社 陳漢玲漫畫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799 唯妙唯俏☆COS社 陳漢玲漫畫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805 樂園的寶藏 林亭葳著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3805 樂園的寶藏 林亭葳著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3812 女孩的祕密謊言 柚原瑞香著; 蒼貓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829 絕叫學級 石川惠美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63850 蜜糖女孩*大作戰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3836 蜜糖女孩*大作戰 酒井真由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3843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藍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3867 零之使魔 山口昇著;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63881 貓味人生: 101隻街貓的自在生活哲學 ハーシー鴨乃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904 要怎麼做你才願意跟我結婚? 藤中千聖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911 學☆王: the twinkle star story Lump of sugar原作; 館津テト作;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928 黃金神威 サトル野田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3935 黃金神威 サトル野田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3942 閃耀夏祭 七島佳那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3966 惡之教典 貴志祐介原作; 烏山英司作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3973 繞點小路才懂愛: 失戀的日子不孤單 中嶋佑佳著; NO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3980 名偵探❤解謎公主 阿南滿雪著;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3997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Koi著;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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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1064017 與初戀仰望星空 冬織透真著; Penguin chan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024 專情執事的寵溺之愛 天音佑湖著; Penguin chan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031 自殺島 森恒二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4048 國王遊戲. 臨場 金澤伸明原著; 栗山廉士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055 屍囚獄 室井正音作; 何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062 絕對雙刃 柊★たくみ原作; 成家慎一郎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4079 來場蜜糖般的戀愛吧! 後藤美沙紀作; Penguin chan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086 革神語: 天啟劍神 渡瀨悠宇著; 王詩怡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64093 花舞少女 浜弓場双著;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109 世界冒險遊戲百科: 勇闖古文明迷宮大探索 綿羊犬藝術有限公司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64116 Minecraft DIY大事典: 自己的紅石機關自己做 王育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64123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著;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4130 樂園的王子 芝野結花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154 狼人遊戲 川上亮原作; 小獨活漫畫;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161 神返少女 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4178 四月一日同學與我的祕密同居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4185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4208 咖啡師Barista 花形怜原作; 室永供未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239 鏈愛式神貓巫女 中山幸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4260 Canon EOS 5Ds & 5Ds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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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64307 彌榮高中社交舞社 椎名秋乃作; 貝貝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314 箱庭遊戲 田中文作;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4321 箱庭遊戲 田中文作;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4345 絕對機密王子殿下☆ 八神千歲著; NOI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4352 黑惡魔的甜蜜制裁 Makino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4369 獻給魔法使的公主之吻 久世瑞貴著; NO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376 要你對我xxx! 遠山繪麻作; 曉宜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64390 奴隸區: 我與23個奴隸 岡田伸一原作; 大石普人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4413 365天幸福小日子: EVERYDAY豆知識 大田垣晴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468 魔法少女育成計畫limited. 後 遠藤淺蜊作; 林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536 聖劍鍛造師 三浦勇雄原作; 山田孝太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4543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作; marron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64734 弗雷姆王國興亡記 疎陀陽作; Seeker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4758 我,要成為雙馬尾。 水澤夢作; 楊佳惠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48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一章 王都的一日篇マシセダイチ作;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4864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4888 國王遊戲 起源 金澤伸明原著; 山田J太作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4895 忠犬的誘惑謊言 楢崎ねねこ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4963 貓與我的星期五 重村有菜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4970 絕叫學級 石川惠美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64987 明天也要戀愛 村田真憂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182 狼人遊戲 川上亮原作; 小獨活漫畫;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5199 染上緋紅的親吻 服部美紀著; 陳品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5304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原作; 林武三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80168 魚菜共生: 鮮採現吃!從地下室到頂樓的新形態懶人農法城田魚菜共生健康農場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6

送存冊數共計：178

麥浩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商業周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2851 正妹CEO: 她從街頭流浪妹變身億萬女老闆 蘇菲亞.阿莫魯索(Sophia Amoruso)著; 林雨蒨, 陳中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2868 生氣的技術: 生對氣,做人做事、職場家庭都搞定!福田健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35 蔡英文從談判桌到總統府 張瀞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80 簡單用數據,做出好決策: 降低成本、提升績效,商業分析一次達成琵楊卡.潔恩(Piyanka Jain), 普尼特.夏爾瑪(Puneet Sharma)著; 羅耀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02 大賣推手: 前索尼執行長第一手告白,半世紀淬煉巨星打造術湯米.摩托拉(Tommy Mottola)著; 陳俐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33 哇!厲害的人這樣做筆記 商業周刊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40 你的桶子有多滿? 湯姆.雷斯(Tom Rath), 唐諾.克里夫頓(Donald O. Clifton)著; 張美惠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64 NETFLIX：全球線上影音服務龍頭網飛大崛起 吉娜.基廷(Gina Keating)著; 譚永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71 會跳舞的大象. 林裕森的葡萄酒短篇 林裕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02 每個人都是服務專家: 前迪士尼副總裁的39條感動心法、60個真實故事李.科克雷爾(Lee Cockerell)著; 靳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8343 遠離接触場面における調整行動の研究: 母語話者と非母語話者による日本語会話の分析施信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398 夢野久作童話研究: 物語の中の「仕掛け」をよむ張桂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28 教育特区の学校づくり: 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の多様化と異質性王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59 「第三の新人」文学における言説: 安岡章太郎.小島信夫.庄野潤三楊琇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66 山崎豊子「二つの祖国」についての研究: 「二つの祖国」の狭間における帰米二世の人間形成王曉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73 折にふれて(回憶當時) 平田愛子原著; 林冠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80 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の漢字語習得における母語転移: 縦断的及び横断的作文コーパスを用いて陳毓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497 對日漢語常用字.常用詞教學研究(簡體字版) 呂承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503 日台間における翻訳の諸相: 文学/文化/社会から横路啓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534 台日における伝統的な価値意識の構造: その持続と変容范蓓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541 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成立周年紀念演講會議手冊曾秋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833 向麻煩SAY YES!: 臺灣首位罕病街頭藝人的人生筆記SEVE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7857 期權Long & Short 杜嘯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871 隅田川: 東瀛風雪四十春 須永瑞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7888 自然發音快速記憶法 范迪偉, Abul H Khondoker作 平裝 1

9789869237895 科學模型教具和遊戲: 幾何拼圖板和摺紙 林銘福作 平裝 1

9789869267007 在<>中買佛賣佛久久久. 卷一前378問 羅果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7014 榮格心理學不插電講堂: 我的大象生活 達瑞爾.夏溥(Daryl Sharp)作; 李佳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7038 傾圮的明日: 楊順發、姚瑞中、洪政任、陳伯義蘇盈龍, 米榭勒.費佐(Michel FRLZOT)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67045 下一站,幸福: 白血公主的生命畫廊 李惜資文; 幸倖圖 平裝 1

9789869267069 不動產實價登錄解密 鄭淑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7076 戀戀歐旅小品 蔡銘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7090 智慧運轉,啟動臺灣: 臺灣精密機械的成長歷程 游伊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104 臨濟義玄: 禪宗臨濟始祖解碼 許無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609 師生以上 馬蘇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616 嘿,隔壁的牙醫生! 夜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910 忘了告白 兔子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927 當風止息時. 3, 窺視者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934 長夜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城邦印書館



9789869246941 幸福咬一口 艾小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958 網遊之陰你千遍不厭倦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6965 流星之吻 瑪琪朵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46972 黑夜裡的螢光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989 她們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1525 青青如流: 南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作品專輯. 2014陳勇穆, 高美專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4244 南投陶藝風華再現: 20週年會員聯展專輯 尤永安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309 研田勤耕耨: 慕陶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黃昭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23048 南投影展. 2015年第四屆 龍允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投藍田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慕陶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陶藝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1944 至聖獎全國書法比賽優勝作品集. 第十一屆 蕭煥奎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8629 機智說話高手 林慶昭文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643 幽默說話高手 林慶昭文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164 選窗簾隨身本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88 裝潢不是有做就好 SH美化家庭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195 省錢裝潢眉角 SH美化家庭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713 雪域奇緣漫不思議: 當弟子遇見上師 博通康女皇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075 劉厝派鼎新門七百年紀念法藏: 太上正壹叩答天恩玄科劉漢堯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門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芳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持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2314 會津八一的交誼世界: 以書簡為論例 李銘宗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0650 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校史. II 林慧貞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507 再現半島客家風情 林瓊瑤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69004 這是甚麼味? 余麗娟, 王維故事撰寫; 高恩惠等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470062 太陽的眼淚 何玉芬文; 高辰希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1500 在臺灣演變中的中國人認同: 從1992年至2012年之民調資料分析黃志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1517 環境保護在臺灣: 個人四十年來見聞選輯 於幼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24 「階級差異」或「認同制約」?大陸臺灣人社會融入之分析林瑞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31 大數據時代: 你不知道的ECFA: 再解構兩岸關係中的ECFA政策論述林顯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48 兩岸政教衝突: 北京守望教會與高雄錫安山個案研究朱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562 冷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的新思維: 恐怖主義觀點 簡嘉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武潭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南榮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保力社區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206 少年林少貓在北勢頭 林弓義文字攝影; 陳采柔插畫美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1278 請問侯文詠 侯文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445 愛一個人 張曼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64 邪惡家族 深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71 哦YA!這樣旅行就對了 苦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88 歡迎回來,旅人 原田舞葉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1995 大廚在我家. 4, 大廚常備菜 曾秀保, 王瑞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08 雪地裡的天使蛋捲 張小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2015 我知道誰殺了他 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著; 穆卓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22 少年陰陽師. 肆拾叁, 召喚之音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39 一個人的快樂,兩個人的幸福: 朵朵愛情小語 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46 妖怪公寓. 拉斯維加斯外傳 香月日輪著; 蔡君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53 歡迎光臨!找死料理店 拓未司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60 倉田閣下 山崎豐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77 禁忌圖書館 謙柯.韋斯樂(Django Wexler)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84 賓士先生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柯乃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091 等待狗狗 馬克.米斯(Mark B. Mills)作;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屏縣新視野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329 家庭醫學速查百科 呂慶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36 圍棋棋力快速提高: 從業餘3段到業餘6段 馬自正, 趙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43 圍棋棋力快速提高: 從業餘6段到專業棋手 馬自正, 趙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50 趙慶泉盆景藝術 汪傳龍, 趙慶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67 和田玉鑑賞與收藏 李彥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74 因是子靜坐法. 正、續篇: 岡田式靜坐法 因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81 武當道醫兒科臨證靈方妙法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398 黃河彩陶紋飾鑑賞與收藏 李志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404 武當方藥精華 尚儒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411 圍棋現代佈局謀略 馬自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428 房中術與飲食 林清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834 臺灣名家美術100膠彩: 劉玲利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2841 臺灣名家美術100膠彩: 劉耕谷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2858 臺灣名家美術100油畫: 藍榮賢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300 臺灣國際蘭展. 2016: 蘭展記事 黃禎宏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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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飛思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香柏文創



9789865961244 英文100常考重要句型 王宗松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8873 此方.彼岸: 福報禪師我問你 釋妙蘊.福報禪師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58903 此方.彼岸: 你的心情我明白 釋妙蘊, 福報禪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927 此方.彼岸: 抓住知道的幸福 釋妙蘊, 福報禪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927 此方.彼岸: 抓住知道的幸福 釋妙蘊, 福報禪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934 體露金風: 宗門之眼 梁寒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58941 我從世間來 釋滿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900 倫敦切片 江建勳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802 South China Sea lawfare: legal perspec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arbitration case 平裝 1

9789869282802 South China Sea lawfare: legal perspec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Philippines v. China arbitration case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922 賽夏族民俗植物趣聞 高清菊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海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苗縣賽夏族瓦祿部落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拾荒者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839 真理的聖靈 張福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817 郵學演講集. 二0一五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093 父母的態度,決定孩子的高度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03 下班後,默默學會的存錢寶典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41 活用薪水,35歲滾出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572 股市新手一定要懂的股市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5596 下班後的黃金3小時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06 巴菲特想的和你不一樣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13 50歲後,投資ETF月入2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20 賣夢想,輕鬆提升100%業績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37 一定賺錢的創業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4151 一出手就大賣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168 5年後,用技術分析月入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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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冊數共計：2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會



9789869198394 聖經裡的中草藥 敬天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009 還原民國現代史的真相 黃步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03 民生電子研討會. 2015年 建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670 小跳舞人 小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1949 CMOS數位積體電路分析與設計 Sung-Mo(Steve)Kang, Yusuf Leblebici, Chulwoo Kim著; 黃崇禧, 陳右罡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2076 用QI MACROS與EXCEL打造超強工作技能 傑.亞瑟(Jay Arthur)著; 劉允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083 瘋跑: 7大洲、88個國家、354條經典賽道 安潔拉.莫吉(Angela Mudge)著; 盧姿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250 新產品管理 Merle Crawford, Anthony Di Benedetto作; 黃延聰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2267 基礎熱力學 Yunus A. Çengel, Michael A. Boles作; 蔡建雄, 張金龍, 王耀男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281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Ronald Adler, Jeanne Marquardt Elmhorst, Kristen Lucas著; 袁正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298 透視營養學 Carol Byrd-Bredbenner等作; 蕭寧馨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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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34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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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3412342 邏輯與計算機設計 Alan B. Marcovitz著; 周仁祥, 許志明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2359 電路學 Charles Alexander, Matthew Sadiku著; 林義楠, 古頤榛譯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1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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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立中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國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通通文化



9789863412373 滬深300指數: 投資中國之關鍵策略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380 簡明生物統計學 Stanton A. Glantz著; 施銘杰, 陳揚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397 全面交易: 掌握當沖與波段獲利 John F. Carter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397 全面交易: 掌握當沖與波段獲利 John F. Carter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403 Electrical power systems quality Roger C. Dugan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725 老子遇見UFO 王銘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053 張岱文選 (明末清初)張岱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60 袁中道文選 袁中道原著; 黃育智編製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77 袁宏道文選 袁宏道原著; 黃育智, 黃映寧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84 臺北寫真帖 村崎長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7091 臺灣寫真帖 臺灣寫真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00 行啓紀念寫真帖 臺北市役所[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17 袁宗道文選 袁宗道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24 平溪旅行地圖 黃育智編製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31 李流芳文選 李流芳著; 黃育智, 黃映寧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48 王思任文選 王思任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55 臺灣名所寫真帖 石川源一郎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0762 四獸山登山地圖 黃育智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美崙磁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533 東方文化學刊. 第四期, 我們的年代記 胡又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379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札. 104 尤惠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4554 行銷研究: 發展有效行銷策略之基石 任立中, 陳靜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561 解析會計學 黃金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578 成功帶團實戰祕笈導遊與領隊實務 李奇嶽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9860 當豬籠粄遇上阿拜: 森林國中的教育奇譚與紀實劉世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9884 康有為思想研究新論 楊濟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3011 鳳傳天書: 思無邪之卷 季璃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73028 鳳傳天書: 思無邪之卷 季璃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073035 鳳傳天書. 佚存之卷卷一 季璃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琦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恆萃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1587 哈佛的幸福魔法: 哈佛最受歡迎的課程 麥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2270 馭禽長征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2287 馭禽長征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2294 馭禽長征 雨魔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2379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2386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2393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22409 官商鬥法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20771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0788 財神門徒 劉晉成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2478 衛斯理傳奇之不死藥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492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508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515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522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2539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2546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2553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2560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2720 你不知道的王炳忠: 攏乎你看 王炳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2737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2744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2751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2768 帥醫筆記 司徒浪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風雲時代



9789863522775 財星附身 熊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782 財星附身 熊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799 財星附身 熊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805 財星附身 熊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2812 天龍甲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829 天龍甲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836 天龍甲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843 天龍甲 臥龍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2850 吸血蛾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2867 吸血蛾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2874 衛斯理傳奇之透明光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898 重返狼群 李微漪著 初版 平裝 套書 1

9789863522881 重返狼群 李微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904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2911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2928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2935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000 新貨幣戰爭 鄭德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017 衛斯理傳奇之神仙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024 神鬼之間: 找尋真實的戴笠 劉臺平著 平裝 1

9789863523031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048 當代神醫 笑論語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116 南懷瑾大師的智慧學堂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62400 狼圖騰之小狼小狼 姜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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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送存冊數共計：48

俊傑



9789867791245 Growth and organization Shao-Tzu Wu作 平裝 1

9789867791252 Global dreamers. II 薛珍華, 陳婉青, 劉窕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808 養對了!我家專出男女神 春嬌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504 火煉的使徒 張榮亮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223 名廚美饌: 精選9位名廚的90道在地食材料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544 新科技與媒介文化生態 陳澤美主編 平裝 1

9789866893759 媒體新科技與公共性 陳品皓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8848 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羅馬書註解 莫爾(Handley C. G. Moule)原著; 鍾聲實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維克樂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港田原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港國度事奉中心



9789579228855 詩歌1052 倪柝聲主編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574 菜蟲的現代寓言: 蔡明殿談憶錄. 2 蔡明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581 臺灣在世界的臂彎: 蔡明殿NGO談憶錄 蔡明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617 期貨投機默示錄 竇偉誠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7631 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梵谷最後的親筆信 蔡秉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716 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 一位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生命故事林劭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4155 這樣吃讓你愈吃愈瘦 李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62 腰、腹、臀通通小一號的輕瑜珈 張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4179 民間命理高層講述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86 流傳千年的本草養生智慧 李興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193 學會玄空風水: 百日救貧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209 輕鬆遠離高血壓: 比吃藥更健康的養生食譜 徐丹, 徐英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俊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暉



9789865634216 民間命理秘竊講述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223 健康美味食譜: 肉類、雞鴨、海鮮 唐賢書, 胡維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4230 學會玄空六法: 世人鼎盛 劉威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364 看見苦難中的盼望: 如何將苦難轉化為愛的生命力古倫神父著; 鄭玉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371 待降節(將臨期)25天靈修默想手冊 古倫神父(Anselm Grun)著; 鄭玉英, 黃渼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847 日本語. 中.高級篇 林共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54 八田与ーと嘉南大圳について 林共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61 排灣語平和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78 排灣語大鳥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85 排灣語古樓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892 排灣語來義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407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14 聖經導讀: 舊約.先知書: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21 聖經導讀: 新約.使徒書信: 啟示錄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38 聖經導讀(總論): 認識我們的聖經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45 走向各各他的苦路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與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856 南榮科技大學生活應用學院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論文集. 2016蔡竹固主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105 Casual Floral Palette隨興花卉電子書 黃彥蓁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437 古代視覺藝術全覽 潘東波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8444 當代視覺藝術全覽 潘東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8451 古今視覺藝術全覽 潘東坡著 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7672 阿里山物語 陳月霞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017696 打狗漫騎: 高雄港史單車踏查 陳奕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56 林百貨: 臺南銀座摩登五棧樓 陳秀琍, 姚嵐齡作 平裝 1

9789578017856 林百貨: 臺南銀座摩登五棧樓 陳秀琍, 姚嵐齡作 平裝 1

9789578017894 遇見文學美麗島: 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 臺灣文學博物館採訪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894 遇見文學美麗島: 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 臺灣文學博物館採訪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榮科大生活應用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彥蓁彩繪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513 音樂 創造生命奇蹟 吳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27520 律動胎教: 複方理療音樂 吳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264 我的翎毛朋友 劉伯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271 古利和古拉 中川李枝子文; 山脇百合子圖; 林立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1615288 誰是第一名 蕭湄羲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295 人類與動物的行為觀察 池田啟文; 柳生弦一郎圖; 久保敬親攝影; 游珮芸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301 好大好大的大番薯 赤羽末吉文․圖; 米雅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127 雪鹿 張哲銘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134 親子遊戲動動兒歌: 打開傘 李紫蓉文; 崔麗君圖 二版 其他 1

9789576427152 眼鏡公主 張蓬潔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511 就是愛舞動 陳姵宇, 張雅菀作; 龐雅文繪圖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967 彩光能量自然療法 周清隆著 平裝 1

9789869230414 拍手功治百病 侯秋東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音樂童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姿霓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6

風潮音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420 商業概論. II, FUN學練功坊 林寶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540 翱於鴿翼 孫大索作; 劉代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5557 翱於鴿翼(簡體字版) 撒督.孫大索作; 劉代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3241 貝魯特(簡體字版)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 Marco Casamonti主編 臺灣版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33258 工業建築(簡體字版)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 Marco Casamonti主編 臺灣版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33272 可持續建築(簡體字版)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 Marco Casamonti主編 臺灣版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833296 泛家浮宅on the water(簡體字版)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9330 新幾何學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9361 漢堡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 Marco Casamonti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59385 景觀的身份 Area域叢書編委會編; Marco Casamonti主編 臺灣版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116 恐怖谷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胡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9154 誰說了算: 高手不外傳的談判密技 孔謐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築情報季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柿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穌事工



9789869039161 實用風水: 教你如何一眼看懂風水命理! 周舒, 上官紫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9178 我想,因此我一定能做到!: 認真去做一件事時,所有消極因素都瞬間消散了奧里森.斯威特.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作; 于彩虹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9185 做偉大的專注者: 一個人倘若一生只追求一個目標,那就一定能夠在他壽終正寢之前而實現它奧里森.斯威特.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作; 王少凱, 趙唱白, 韓丹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039192 看三十六計學創富: 天生我才必有用,那麼,天生我才,也一定會必有財!欲說還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07 兩性關係心理測驗: 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以上的見證!索菲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14 學會快樂: 每天懂一點,快樂在身邊 奧里森.斯威特.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作; 李春江, 佘卓桓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21 四簽名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王少凱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38 發掘生命中的無限可能: 沒有不可能、絕無做不到,機會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奧里森.斯威特.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作; 孔謐, 林翌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45 性格分析心理測驗: 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以上的見證!索菲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52 製造奇蹟: 愛讓人轉過身去,從不同的角度看自己,用不同的方式面對生活。奧里森.斯威特.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作; 鄒燕, 王少凱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69 人際關係心理測驗: 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以上的見證!索菲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76 銀色白額馬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劉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83 希望是成功的秘密: 只要擁有希望,你就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維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93590 大學之窗: 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院長本森帶領你完成一次內心之旅亞瑟.克里斯多夫.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作; 佘卓桓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09 對手不僅是敵人: 一直刺激著你要奮勇向前的對手,也是生命中另一種形式的貴人舒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16 行動決定命運: 鍥而不捨和百折不撓貴在罕有的堅忍和耐心山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作; 孔謐, 張聰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23 最後一案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郭麗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30 個性診斷心理測驗: 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以上的見證!索菲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47 改變,更待何時?: 如果你在一個崗位上待的時間足夠長,但仍然毫無收穫,就停止自我摧殘吧!奧里森.斯威特.馬登(Orison Swett Marden); 鄒燕, 王少凱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54 人格發展心理測驗: 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以上的見證!索菲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61 第二塊血跡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王艷萍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78 這樣說,才有說服力!: 為自己打造不敗的黃金說話術周齊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85 綠玉皇冠案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王艷萍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092 這樣說,才有影響力!為自己塑造完美說話能力 周齊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108 易經通解: 周易上經 長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115 易經通解: 周易下經 長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38122 瘋子的邏輯: 移動互聯網的菁英們和你想的不一樣!三馬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513 臺灣第一大醮: 南鯤鯓代天府甲午科護國慶成祈安羅天大醮黃文博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7342 華語(外語)導遊觀光資源概要 分類題庫&解析 美鐘出版社考試叢書編輯委員編著 平裝 1

9789578727359 華語(外語)導遊實務 分類題庫&解析 美鐘出版社考試叢書編輯委員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27366 華語(外語)導遊實務 分類題庫&解析 美鐘出版社考試叢書編輯委員編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01719 喂!你到底好了沒?: 今日事今日畢 潘蜜拉.艾斯佩藍(Pamela Espeland), 伊莉莎白.佛迪克(Elizabeth Verdick)作; 史堤夫.馬克繪; 江加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1726 喂!你懂不懂禮貌?: 禮貌的重要 潘蜜拉.艾斯佩藍(Pamela Espeland), 伊莉莎白.佛迪克(Elizabeth Verdick)作; 史堤夫.馬克繪; 江加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1740 喂!注意你的行為!: 別生活得像個山頂洞人 伊莉莎白.佛迪克(Elizaberth Verdick)作; 史堤夫.馬克繪; 江加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1849 喂!別忍氣吞聲了!: 請你勇敢站出來 菲麗絲.考夫曼古得斯坦, 伊莉莎白.佛迪克作; 史提夫.馬克繪; 江加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701870 霹靂級任務: 冒險逆襲行動 大衛.魯巴(David Lubar)著; 閻雅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775 快樂點心人: 喜歡你 鄭宗弦著; 許珮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782 我不再當浮士德!一個律師的悔悟與重生 劉北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飛寶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四也資本

送存冊數共計：29

南鯤鯓代天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1806 渡鴉之城 梅姬.史蒂芙薇特(Maggie Stiefvater)著; 曾倚華, 賴婷婷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1998 我的未婚妻是魔王 紅茶君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2025 富爸爸教你預見經濟大未來 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著; 李威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148 30歲前,你一定要去小公司: 直攻中高階經理人與創業家毛利豪著; 謝絜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186 抖M的半吸血鬼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230 刺客教條: 文藝復興 奧利佛.波登(Oliver Bowden)著; 李建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247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2308 看新聞做投資,當自己的分析師 林洸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315 一帶一路: 全球發展的中國邏輯 馮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322 耶誕惡靈 喬.希爾(Joe Hill)著; 栖子譯 平裝 1

9789863612339 異世的普拉瑪 貓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346 幽明錄 沐九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353 抖M的半吸血鬼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360 富爸爸消售狗: 認清你的銷售血統,發揮銷售潛能布萊爾.辛格(Blair Singer)著; 張春波,張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377 神鬼獵人 麥克.龐可(Michael Punke)著; 沈耿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384 第13個禮物: 一個真實發生在聖誕節的祝福奇蹟瓊安.惠絲特.史密斯(Joanne Huist Smith)著; 徐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391 卡瓦納X日本100名城完全制霸 卡瓦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407 窗影物語: 兄弟與幽靈房客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2414 早安,幽靈小姐 水果布丁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438 大內傲嬌學生會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445 COSTCO完全料理指南: 小林和郭郭的零失敗中西式食譜,採買、分裝、料理,一次完成!小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452 試煉者. 2, 潛伏者 喬艾.夏布諾(Joelle Charbonneau)著; 陳圓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469 心境,決定你的處境: 與自己和解,為情緒解套,從此擁有好心情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476 幸福珈常菜: 鑄鐵鍋烘焙料理 美味不設限 張若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483 異世的普拉瑪 貓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2506 以小成大: 動個小手腳,就能巨幅改變他人行為 諾亞.葛斯坦(Noah J. Goldstein), 史帝夫.馬汀(Steve J. Martin), 羅伯特.喬汀尼(Robert B. Cialdini)合著; 蔣慶慧譯初版 平裝 1

高寶國際



9789863612513 就是要說服你: 50個讓顧客乖乖聽話的科學方法諾亞.葛斯坦(Noah J. Goldstein), 史帝夫.馬汀(Steve J. Martin), 羅伯特.喬汀尼(Robert B. Cialdini)著; 林宜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2537 Phantom Agent幽靈代理人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551 窗影物語: 兄弟與幽靈房客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2568 早安,幽靈小姐 水果布丁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2575 手作義大利麵聖經: 法國食譜天王從麵團開始,教你做出道地的義大利麵、寬麵、千層麵、貓耳朵麵瓦雷西.杜葉(Valery Drouet)作; 陳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582 手作醬汁聖經: 法國食譜天王教你做出經典西式醬汁,塔塔醬、凱撒醬、白醬、蕃茄醬、荷蘭醬等瓦雷西.杜葉(Valery Drouet)作; 陳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605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612 不為人知的都市傳說: 神秘暗網、末日教派、恐怖怪談Shaw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629 假裝 珍.漢芙.克瑞茲(Jean Hanff Korelitz)著; 郭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636 倒數殺機 胡安.高美-胡拉度(Juan Gomez-Jurado)著; 蔣慶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651 如果臺灣的四周是海洋: 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敢於和對岸不同，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二十年的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郝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82 如詩的地毯: 喀布爾男孩成長記 凱斯.阿克巴.歐馬(Qais Akbar Omar)著; 鍾玉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82 如詩的地毯: 喀布爾男孩成長記 凱斯.阿克巴.歐馬(Qais Akbar Omar)著; 鍾玉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699 褚威格最後的放逐: 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 喬治.普羅契尼克(George Prochnik)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05 想有錢就有錢 約瑟夫.摩菲(Joseph Murphy)著; 朱衣, 劉永毅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130 給歌者: 德文詩歌精選. 第三集 丁晏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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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5

丁晏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藤幹彥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網路與書



9789574332298 醫用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304 科技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328 醫療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335 醫事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287 老當益壯 孔慶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991 時尚造型快速手繪 黃士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799 白慧怡膠彩研究展: 與微噴的對話 白慧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072 生活札記: 柯適中速寫作品集 柯適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作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慧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適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孔慶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士芳



9789574329373 賴作明本土樹漆文化研究推動與發展 賴作明作 精裝 1

9789574329373 賴作明本土樹漆文化研究推動與發展 賴作明作 精裝 1

9789574329373 賴作明本土樹漆文化研究推動與發展 賴作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689 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趙宗冠畫集. 十六: 馬祖戰地文化、大屯山火山群及世界遺產特展趙宗冠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434 亘古男兒尊放翁 周幹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256 宇宙起源於基本粒子及基本力 林至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25 林世洪的創意摺紙世界. 4, 主從式摺法專輯 林世洪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31 河洛語用字集 洪國良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世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周幹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至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趙宗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31617 詩文寶島情: 登山健行詩隨筆 饒漢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00382 聯考獲勝絕招 林琼姿 一版 平裝 1

9789579716567 父母成長班成果發表會 慕凡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716574 父母成長班成果發表會 慕凡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06 柴山菇菌類 楊吉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564 中華藝術集錦. 第二集 邵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4117 中華藝術集錦. 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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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0232 眉盧絮語. 第四冊 林國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國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楊吉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邵德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饒漢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琼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509 大家快來講笑話 慕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07982 大家快來講笑話 慕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12948 大家快來講笑話 慕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330386 大家快來講笑話: 慕凡講笑系列. 四 慕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18486 火車頭父母 慕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718806 及時的愛 慕凡著 修訂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805 客家學 曾逸昌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249 歸鄉文教歌豐收: 大埤寮仔車庫運行書 曾明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1772 上大學紓壓書: 推甄學習指導 曾明泉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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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曾逸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明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瓊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403 再現與現象 蔡昌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74 馮正連書東方朔畫贊碑 馮正連著 平裝 1

9789574332274 馮正連書東方朔畫贊碑 馮正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960 五九老爸的相簿 游本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29960 五九老爸的相簿 游本寬[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106 手面相精點DIY 德安大法師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581 憲政法治之理論與實踐: 朱武獻教授六秩晉五祝壽論文集朱武獻教授六秩晉五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靖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彥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武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正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本寬

蔡昌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652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105年版 蔡靖彥, 蔡百欣, 蔡百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45 學佛之利益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045 學佛之利益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327 吃住免費養民計畫888我們養你一輩子 基督佛陀.中道子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88 夫子舞春風 簡良助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755 漢唐音海 莊世傳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2626 公共藝術的數位化造型與文化認知的建構歷程 林維俞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世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維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簡良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9789574322633 林維俞設計創作作品集. 2011-2015 林維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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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1888 彩虹帝國: 短篇小說集 孫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873 水岸意象: 林富源水墨創作集 林富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307 古雅之閩南語音讀 林正三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53 周賚油畫畫冊. 二 周賚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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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富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正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德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81 哲人石寫寫會. 一, 四個女人的故事書寫 徐玲媚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3878 賞悅齋藏玉 李英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829 審美幻象與變形寫意: 游昭晴作品集 游昭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02 基礎數學 周君彥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3202 基礎數學 周君彥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83 快樂英文法 許湘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陽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君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湘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艷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昭晴

周玟觀



9789574333844 政府資料開放應用效益 劉陽柳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723 黃氏族譜: 黃仕求、黃仕僅公傳下 黃坤宏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7545 穿衣服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52 放屁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69 爸爸出差了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83 第一次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590 聊天練習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606 訪客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613 說話的禮貌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620 說話的距離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197637 離開教室 譚秀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946 從跨領域與跨文化發展語文學習導向及語文創意計畫楊淑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玉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譚秀雯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楊淑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坤宏



9789574329632 諺語.俗語.學英語 黃玉蘭, 陳耿雄, 高筠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01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題秘笈 楊哲維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010 黃氏老譜 大溪黃氏族譜 黃欽達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126 姆姆的排香草 Ansiyang.Makakazuwan(林源祥)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277 兩岸一本正經: 終極統一之路 劉益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5780 楊偉林作品集: 指事 楊偉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05797 楊偉林作品集: 暫存區 楊偉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益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偉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欽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源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哲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529 整合學的第1本書: 整合學通論 王鈺博著 其他 1

9789574331536 整合學的第2本書: 整合的基本觀念 王鈺博著 其他 1

9789574331543 整合學的第3本書: 「位」的思維模式 王鈺博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7807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07814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07821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陳連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70 Presidents of dreams by Hamid Ballout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412 一隻麋鹿在薄荷色的睡眠裏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542 放心這段路,我們都會走過 吳慧玲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慧玲(高雄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Hamid Ballout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葉語婷

送存冊數共計：2

王雲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康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37 四個母親 黃子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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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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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433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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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43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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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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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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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4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學習方案實施計畫書纂寫指引: 「增健康防失智」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成果報告書蕭月娟作 平裝 1

978957433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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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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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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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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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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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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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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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平裝 1

978957433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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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重志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錫淇



9789574331376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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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1574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二案合刊乙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2700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上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2717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下冊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2984 中華民國領南海資料彙編: <>案刊本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3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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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13242 世崇文集 賴世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3709 如歌歲月: 江愫珍油畫作品集. 2002-2013 江愫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557 鳳武魂之十二: 以假亂真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05 吉羊止止: 乙未年十三友書畫聯展 吳世光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川長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淑惠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賴世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愫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8506 閱讀一本臉書 林清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313 春藝三重. 2015: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美術班成果冊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美術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137 Stochastic functions of blueshift vs. redshif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by Cres Huang 平裝 1

9789574332144 The refutation of gravitational attraction: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by Cres Huang 平裝 1

9789574332151 The making of planet and gravit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ysteries in scienceby Cres Hu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966 Stochastic Functions Of Blueshift And Redshift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31796 The Making of Planet and Gravity Cres Huang 1st ed. 其他 1

9789574331802 The Refutation of Gravitational Attraction Cres Huang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14 衝高分數.教甄教檢模考書: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戴帥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戴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res Huang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慶璋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清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瑛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0776 Bon Chih, Bon Genre, Seoul/Spade Spad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24 發心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1963 口業之過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393 阪田法買在最低點: 躺著賺: 當地下室連著地下室時中田一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09 阪田法賣在最高點: 大賣小買: 雲霄飛車與旋轉木馬中田一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16 酒田戰法滿載而歸: 笨蛋: 鈔票,確實能買到幸福富比世(Marco Forbe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23 K線菊花與劍: 大滿貫: 一是用劍 二用債務 三用徵稅李基(Rana Leak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30 MACD振盪指標: 俾斯麥: 等待 然後抓住上帝的衣角羅斯林(Mira Ros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47 艾略特波浪理論: 銀行家與年輕的律師的曠世奇賭馬侃(Hans Mc Ca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54 蘇黎世投機金律: (完整版)國王長著驢耳朵: 狂賺七千萬霍爾丹(Johan Halda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61 科斯托蘭尼紅利密碼: 美色的泡沫: 一個小小公務員之死赫伯特(Dennis Heb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78 甘氏獲利能力: 按讚: 你要幫助我嗎?還是要陷害我?胡伯(Colin Hoop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485 K線價量大拐點: 明星不能解決問題 他們本身就是問題麥金托(Ian MacKintosh)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王崇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堂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pade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48 戰略心法 王崇翰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574332977 戰略心法 王崇翰作 第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01 薪酬福利的規劃、設計、分析與管理 楊晴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383 呂仙祖三渡白牡丹. 第二集 于進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361 生活隨筆 沈素英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569 Processing 顏茂倉作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168 警察的宏觀犯罪預防 伍姿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顏茂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伍姿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于慧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素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晴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078 畫意/視覺空間/新境界: 李明啟現代篆刻創作觀想李明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085 慢活拾光: 林世輝水彩畫專輯 林世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211 生之禮讚: 阿祖畫家楊潘淑磬專輯 楊潘淑磬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440 整數及其運算 潘振輝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709 惡夢與異夢 應詩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應詩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曼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潘淑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振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世輝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571 眼淚回音 李曼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256 憶浮生往事: 一名中科院退休員工對過去的回顧孫又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614 悠遊藝海: 墨海畫會專輯 林輝堂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881 我會想念,因為距離。 林羿佑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874 周氏歷代源流世系暨渡臺始祖廷獻公派下重修宗譜周政男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959 黃清珠油畫首展專輯 黃清珠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清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羿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政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又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文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079 What's the心理學小辭典 小花老師, 莉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8079 What's the心理學小辭典 小花老師, 莉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246 誕降師. 第參卷, 孤伶 李穆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1253 誕降師. 第貳卷, 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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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8277 結緣: 中國結飾與針織欣賞 林秋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911 開到荼蘼花事了: 丁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1697 開到荼蘼花事了: 戊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23326 開到荼蘼花事了: 己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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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8369 據德書藝會十周年展覽專輯 李欽泉等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謝崇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偉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秋季

送存冊數共計：1

毛莉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406 別怕!白雪老師在這裡 王雅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499 如林之然 林遠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451 流光璀璨: 小小米 詩.畫 林滿足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574 郭皆貴彩墨陶藝作品集 郭皆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567 滿天星的搖籃/行將消失的光影: 陳康國小最後一瞥邱郁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郁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池伯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滿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皆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雅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遠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819 池伯成先生九十回顧紀念畫冊 池宗憲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980 在我所信 考特.列夫.托爾斯泰著; 劉銘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2038 在我所信 考特.列夫.托爾斯泰著; 劉銘緯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076 凝墨涵真: 郭芳忠書法創作展輯 郭芳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090 The red helmet 蔡經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274 歡顏武藝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281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基礎篇 劉溫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溫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Madow Tsai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清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銘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郭芳忠



9789574329656 劉氏自癒力開關法. 基礎篇(簡體字版) 劉溫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304 廣東梅縣嵩山堡黃龍溪公派下遷臺黃氏族譜 黃敏智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5246 真愛束縛 邱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403 吳仁芳畫集. 1964-2015 吳仁芳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458 黃運祥厚工水彩: 臺灣港灣風貌 黃也津, 黃禮威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557 司法: 良知、正義、榮譽 胡致中編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運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致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仁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敏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830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獻禮: 感恩集 甯紀坤作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878 臺灣.紐西蘭三人展 盧卡斯, 李學富, 蘇淑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530 還氣論綜合版 林敬堯編撰 第一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574333530 還氣論綜合版 林敬堯編撰 第一版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034 海洋永續影像事記 林季怡, 倪小媛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041 進階髮型設計 盧春珍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春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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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季怡

甯紀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盧卡斯



9789574330218 愛瑟瑞爾細訴身心靈及宇宙 潘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225 黃山腳下行旅: 黃寶琳/吳重鞍 宏村/西遞/碧山/屏山 寫生小品. 2015黃寶琳, 吳重鞍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91 水磨薪傳論崑旦: 崑劇旦色辨析 周象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669 兒童文學風向儀: 「兒童文學的現代思維與風尚」論述傅林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0843 定睛凝望......歌我桃園: 傅林統桃園地誌詩106首.暨地景攝影傅林統著; 張明煥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706 我的福井: 我的留學生活 黃翊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713 天地任悠遊: 梁惠敏水彩畫集 梁惠敏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惠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林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翊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寶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象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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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0898 王子不順眼 宋亞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867 生活記事: 呂玉惠創作畫集 呂玉惠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973 枯草之根: 作家陳舜臣傳記寫作調查研究 陳思宇, 劉吉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31 犧牲與前行: 基督的奴僕李常受之我見 林祥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1109 倪柝聲軼事 林祥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炳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吉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祥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亞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玉惠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王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17 大地之歌 謝炳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062 淬煉: 初品人生 吳正牧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222 「行動-反思」做中學教學模式於連鎖企業管理課程之應用李冠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1222 「行動-反思」做中學教學模式於連鎖企業管理課程之應用李冠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185 時間.酵母 a twist of time 鄧博仁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161 即學即用日語 陳秀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321 七七八八將進九: 邱七七選集 邱七七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秀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七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冠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鄧博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正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51 鶼鰈情深: 林中信、林顏英美夫妻聯展紀念專輯溫瑞和等文稿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475 我不懼怕突如的愛 莊東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505 經濟刑法: 全球化的犯罪抗制 馬躍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703 往事「紙」能回味: 見證平溪: 詹明慧課長的時光隧道詹儒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666 健康瑰寶: 楊家老架太極武藝 詹益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益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美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躍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詹明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中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東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604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教材: 一年級數學補充教材 李美穗著 平裝 1

9789574331611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教材: 二年級數學補充教材 李美穗著 平裝 1

9789574331628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教材: 三年級數學補充教材 李美穗著 平裝 1

9789574331635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教材: 四年級數學補充教材 李美穗著 平裝 1

9789574331642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教材: 五年級數學補充教材 李美穗著 平裝 1

9789574331659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教材: 六年級數學補充教材 李美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673 花蟲蝶影: 美麗的生態攝影作品選輯 何宜庭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345 角落的夢境 Robin W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819 一片雲的二三事 洪瑜璜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734 張啟威的經濟學理論 張啟威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瑜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啟威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何宜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土星上的大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765 審計相對論: 三部曲之首部曲. 溪流的啟示 鄭瑞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833 原來,只是朋友 雪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871 Alphabet boxing contest by Fu-Chun Y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910 我們部落我的家: 排灣族tjuleng tjukuvulj的傳家古文物李瑞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170 石情畫意: 麥蘊莊石畫創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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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蘊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千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富淳(桃園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瑞和

送存冊數共計：2

鄭瑞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秧



9789574331932 International trade exhibition and tourism 朱千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56 馬維銘老師升等著作之教學實務報告彙編: 代表著作、參考著作: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馬維銘作 平裝 1

9789574331956 馬維銘老師升等著作之教學實務報告彙編: 代表著作、參考著作: 教學實務研究報告馬維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987 經歷生命的錘鍊 李雪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76 樂活!身心靈健康 陳碧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69 有關先秦學術思想史的若干問題及其考辨 沈成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52 國字的魔法書: 一至五畫 李珮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2366 國字的魔法書: 一至五畫 李珮榕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珮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碧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成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維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雪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3333 永遠的尖山: 簡天佑 水彩油畫集 簡天佑作 平裝 1

9789574323333 永遠的尖山: 簡天佑 水彩油畫集 簡天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175 曾柯素昭八十油畫個展 曾柯素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29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魏季芳製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67 筆祭: 用文字悼念過去的自己 何汶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43 親 愛的, 柯凱莉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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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汶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溫金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柯素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季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簡天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397 瑰麗風華: 李仁杰花鳥畫集 李仁杰作 精裝 1

9789574332397 瑰麗風華: 李仁杰花鳥畫集 李仁杰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472 鐵血除弊事 俞小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3271 兩岸第三觀點 俞小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3554 兩岸網路金改觀察 俞小明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519 核爆釋憲: 揭發「大法官們」最醜陋的嘴臉 林宜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2519 核爆釋憲: 揭發「大法官們」最醜陋的嘴臉 林宜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526 彌勒三經暨本願經 崔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588 乏善一生: 新詩集 乏善一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過山雲書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宜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崔萍

李仁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俞小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62 勇士之歌: 探索風格的鋼琴曲集 徐珮菡, 劉佳傑策劃.內容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55 陳華翰墨風華特展 陳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816 愛情.記憶 邱顯群作; 王姝然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878 直島.慢旅時光: 祭後旅攝手帖 Mariss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892 古今臺外 陳雷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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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鳴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美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長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顯群

送存冊數共計：1

劉佳傑



9789574333011 二階: 醫治新婦(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028 二階: 醫治新婦(學生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04 嬰幼兒早期教育發展與測評 陳實華等作; 梅建, 買燕萍, 黃冀濱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991 偏癱病人運動控制問題與處理 吳鑫漢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073 We were family 張家維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189 犯罪偵查: 建構分析通聯紀錄資料模型 盛進丁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26 雇傭兵 雲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盛進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怡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道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家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亞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64 緣份來了 梧花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99 來自布農的科技樂音: 從世界觀探討布農族學童製作樂器之科學學習謝易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611 管教,原來可以很幸福 劉慈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611 管教,原來可以很幸福 劉慈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7827 新住民子女教育: 語文政策、數位學習落差與多元文化: 中區五縣市新移民子女教育方式研討會論文集. 104翁福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865 藝術鑑賞方法於大學中影像鑑賞教學之應用 楊馥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3860 肌筋膜酸痛自療法: 鬆開10個關鍵點,解決難治性疼痛胡世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877 發現超級食物。鮮榨苦茶油. 2: 78道蔬食料理絕配&正確用油知識黃捷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884 銀髮寶貝健康照護全書 臺北/臺中/高雄榮總高齡醫學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書苑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蕙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易成



9789865853891 神奇的肝膽排石法 安德烈.莫瑞茲(andreas Moritz)著; 皮海蒂譯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3907 擺脫洗髮精，頭髮變多更健康! 宇津木龍一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14 只是咳嗽怎麼變成癌症末期? 星希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21 布魯士根莖蔬菜汁食療法 魯道夫.布魯士(Rodolf Breuss), 海蒂.何明斯(Hilde Hemmes)著; 陳芳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38 調體質補身體 美味食療: 日本和漢診療科權威醫師&知名主廚,聯手打造86道對症調養食譜!並木隆雄, 岡部榮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45 健康少病有妙方 葉曉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182 醬料大王. 中式篇 牛國平, 王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9199 Scott私房菜餐廳料理. 粥粉麵飯專家篇 蘇俊豪, 李哲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01 醬料大王. 餡心、餡料、果醬篇 牛國平, 王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3386 宇宙探險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393 地底生物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409 春夏秋冬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416 海洋世界 張國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0533 永遠的現在式: 失憶患者H. M.給人類記憶科學的贈禮蘇珊.科金(Suzanne Corkin)作; 謝雯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0557 世界觀: 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 理察.迪威特(Richard DeWitt)作;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師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夏日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桂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3527 幼兒藝術整合教學機制建構與實踐 施孟琪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499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全真模擬試題(1-4回)試題解答與聽力腳本林揮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555 普通化學試題詳解 李鉌著 平裝 1

9789869063562 食品技師/食品衛生檢驗(101年-104年試題詳解) 黃上品, 梁十, 萬玖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9723 Yang taiji is one family across the straits Qu Shijing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56768 寬心集 洪寬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古心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中學社

送存冊數共計：2

草木言設計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國際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2586 西班牙星光之路 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作; 何佩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715 窗: 50位作家.50種觀點 馬帝歐.佩里柯利著; 廖婉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2722 垂直農場: 城市發展新趨勢 迪克森.戴波米耶(Dickson Despommier)著; 林慧珍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2746 一日法式烘餅與薄餅：一只平底鍋、一張麵皮，輕鬆搞定早午餐、輕食、甜點、一人獨享或多人同樂，怎麼吃都行オタンジャディスクレープリー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753 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 馬帝歐.佩里柯利(Matteo Pericoli)著; 廖婉如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22760 創造力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777 紅線 蘇部健一著;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784 時尚百年風華 凱莉.布萊克曼(Cally Blackman)著; 廖婉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2791 城市的36種表情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14 小說家的旅行 三島由紀夫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21 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2838 你是下一個 瑪莉.海金斯.克拉克(Mary Higgins Clark)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275 大競技場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19013 餘香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711 土地投資聖經 許芸融, 莊曜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1735 十億富豪關鍵秘技 許芸融, 莊曜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1742 頂尖菁英APP 許芸融, 莊曜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1759 The best investment advice 許芸融, 莊曜誠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1766 我要動手磨到發亮為止: 技能科大打敗臺大 許芸融, 莊曜誠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索卡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可瀚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6871 研討會與期刊論文集 覃瑞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6888 室內設計風水學 覃瑞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6895 虛衷澂照: 乾隆帝御用空間藝術之研究 覃瑞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094 喜樂的泉源 懷愛倫(Ellen G. White)著; 時兆出版社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575 豐盛人生: 366篇喜樂與能力的信息 懷愛倫(Ellen G. White)作; 時兆文化編輯部編繹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582 我願為你禱告 臺港韓18位基督徒共同執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605 看見錢以外的CEO: 給管家的勉言 懷愛倫著; 時兆編輯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226 美學、學美: 從里山出發的玩美旅行 蔡幸庭圖.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606 數位錄音媒體編制 周保男, 黃鈺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旅行生活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真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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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24034 聴懂暗示,跟誰都能聊不停 平木典子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041 和主管相處的技術: 讓上司挺你、前輩罩你,菁英才懂的最強職場處世秘訣高橋克德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6458 上戲囉! 張玲玲文; 黃淑英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6796 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 Dana Phillips等作; 朱惠足, Hannes Bergthaller, Dana Phillips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6290 火爆妖夫. 4, 鳴!躺著也中槍!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20 親親管家婆 古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37 頭號愛妻老公 黑田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44 撞見Mr.Right 洪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51 大少之超強電力 冬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399 失寵王妃. 2, 離合之卷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格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果文化



9789862866405 絕對零度二部曲. 1, 洛神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12 偽裝者 張勇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6436 萌霸天下. 4, 誰比誰的道行高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43 推理筆記. 4, 超自然犯罪聯盟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29 神姬妙相. 2, 相爺請息怒 萌晞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50 火爆妖夫. 5, 喔!請賜我解藥!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67 神姬妙相. 3, 天下第一聘 萌晞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74 失寵王妃. 3, 遺忘之卷 滿城煙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81 萌霸天下. 5, 超級任務大考驗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498 推理筆記. 5, 末日計畫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04 火爆妖夫. 6, 呼!逆天計畫大啟動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11 絕對零度二部曲. 2, 太歲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28 薔薇之名 紫薇流年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6542 萌霸天下. 6, 深入虎穴享受去 一世風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59 火爆妖夫. 7, 喝!救世英雄犬來也 周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66 推理筆記. 6, 超時空不思議犯罪 早安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73 百年紳士 阿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580 默盼君歸處 黑白劍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27 伊人難為二部曲. 8, 新仇舊恨一起算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34 花漾魔尊. 1, 魔尊大人「失身」了!? 九鷺非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6641 男神偵訊室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66658 男神偵訊室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5573 雷浩斯教你6步驟存好股: 這樣做,就能獲利翻倍 雷浩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5788 大賣空: 預見史上最大金融浩劫之投資英雄傳 麥克.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財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0153 圖解品牌學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160 難倒老爸. 4, 機器科技大觀園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207 輕鬆成為觀星達人 施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221 畫說IoT物聯網 郭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245 安心的委託裝修工程: 中古屋翻修與裝修材料的選配王乙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252 契約簽訂與履行 徐昌錦著 12版 平裝 1

9789864510269 感動就不遠: 陳永興院長的聖母情緣 羅東聖母醫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276 WHY?音樂 趙英善編著; 李永浩繪圖;肖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283 吃對了不生病 廖俊凱, 郭芳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290 專利法 王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306 數字看天下 莊銘國, 柯子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313 圖解服務業經營學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320 2歲寶寶成長里程: 面對小小磨人精的高EQ 丹尼斯.唐總編輯; 毛寄瀛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0344 民法.物權 莊勝榮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382 WHY?世界建築 趙英善編; 李永浩繪圖; 肖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429 贈與節稅DIY 陳坤涵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443 WHY?服飾與時裝 李在一, 李俊范編文; 肖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450 玩出創意. 4, 55個玩悅科學實驗 許良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474 面對不公平怎麼辦: 幫助孩子處理羨慕與忌妒 Jacqueline B. Toner, Claire A. B. Freeland著; 陳信昭, 陳玠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481 決勝英語閱讀力 潘蜜拉.波拉克(Pam Pollack)等著; 詹雅婷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恩泉更新事工



9789868549364 三棵小樹苗: 聖經床邊故事 孫揚光, 吳淑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49371 三棵小樹苗: 聖經床邊故事(二) 孫揚光, 吳淑玲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2797 「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104年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1820 高美醫專學術與創新技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第三屆賴顯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149 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6 唐立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00 指示標誌系統的設計法則: 以醫療福祉設施為例西川潔作; 林家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8656 聖母專校餐旅管理科99級成果冊 楊子萱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訊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屏溪流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美醫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006 威語錄 林政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503 圖說傳說時代夏.商.西周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10 圖說春秋.戰國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27 圖說秦.漢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34 圖說三國.兩晉.南北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41 圖說隋.唐.五代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58 圖說宋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65 圖說遼.西夏.金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72 圖說元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89 圖說明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596 圖說清朝 龔書鐸, 劉德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17 著一書而定名: 春秋爭霸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24 朕即天下: 秦始皇 王小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31 塑造中國形象: 東方智慧引領世界 包豐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1648 分合.縱橫: 戰國七雄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55 強權.酷法.始皇帝: 大秦帝國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62 輪臺罪詔,長門鎖后: 漢武王朝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79 誰列鬼雄,誰入神壇: 三國風雲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86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洪武王朝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1693 天年.天命.天朝: 康乾盛世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516 殘雲.殘月.殘國: 晚清變局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原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酒訊文化



9789869242523 受命於天.受制於人: 宮廷政變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530 士為知己者,死: 刺客列傳 童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521 復活的人 胡長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401 非傳說. 卷一, 由黎明起始 夜非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4418 非傳說. 卷二, 以深藍之名 夜非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4425 非傳說. 卷三, 幻滅與新生 夜非夜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8122 兩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陳金盈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37 顯微鏡與望遠鏡的奧妙 周鑑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蕾莉亞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草根



9789868972834 好好愛我 生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492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與日本第三部門研究學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羅吉榜, 林冠汝, 郭欽梯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363 聖靈.靈恩史. 下, 從2015到亞當歷代聖靈.靈恩史觀點和詮釋黃以色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60370 黃以色列舊約聖經註釋<> 黃以色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2014 被扭曲的臺灣史: 1684-1972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霧駱芬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632 讓我留在你身邊 張嘉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837 寶石聖經 黃秀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3950 我害怕,成功 陳文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049 白妖怪黑妖怪遊戲繪本: 歡迎光臨鏡子國! Uruma Delvi文.圖; 林謹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360 江山豪賭: 從春秋到戰國的瘋狂與浪漫 易中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38 外國旅人遇見臺灣驚豔 李慕瑾, 林芝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76 藝術市場七日遊: 天價藝術品,這麼貴到底誰在買啦!莎拉.桑頓(Sarah Thornton)著; 李巧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490 W 黃色書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364520 唐師. 伍章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568 改變街區的獨立小店 堀部篤史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612 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 臺灣教育的缺與盲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天地國度企業號



9789571364636 風水!有關係這樣做好運一定來職場必勝寶典 緯來綜合26臺頻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643 大師 柯姆.托賓(Colm Toibin)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650 長歌行 夏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364681 繼承者們: 臺塑接班10年 姚惠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698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翁元口述; 王丰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04 天翻地覆: 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著; 林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28 真正有效的不累處方: 日本最權威醫學博士的75個擺脫疲勞提案,讓你身心輕盈、活力不斷電西多昌規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35 客人不奧、雞姐不叫,歡迎光臨大陰盜百貨 陰盜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42 粥療 党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59 敢去大陸上班嗎? 邱文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66 流離歲月: 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作; 廖彥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73 詩想: 看見邊緣世界的戰爭、種族與風土 希米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80 你會用英文吵架嗎?: 外商經理人教你最強英語溝通法與職場生存術平松庚三著; 曾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797 日本東北.極上祕境: JR EAST PASS慢遊案內 愛莉西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03 老班與小紅 莉比.葛利森(Libby Glesson)作; 菲雅.布雷克伍德(Freya Blackwood)繪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810 錢難賺.保險別亂買 朱國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27 心理之書 韋德.皮克倫(Wade E. Pickre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34 唐師. 陸章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41 人生再痛也要堅持美麗：童顏女神吳玟萱不藏私公開保養、健身、飲食、穿搭四大逆齡絕招吳玟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58 管教的勇氣：該管就要管你要幫孩子變得更好 彭菊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65 戰後70年臺灣史 陳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72 壞習慣的正面力量?: 科學認證!壞習慣其實好處多多理查.史提芬斯(Richard Stephens)著; 徐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89 寶寶副食品營養全書 王婉如, 饗在家廚師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896 放棄的勇氣 周守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02 打開狄波諾的思考工具箱: 從「水平思考」到「六頂思考帽」,有效收割點子的發想技巧愛德華.狄波諾(Edward de Bono)著; 許瑞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19 起來!為了更美好的將來: 15位夢想先行者的奮鬥告白Knowing新聞App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26 黑色的故事: 徹底改變人類文明史的顏色 約翰.哈維(John Harvey)作; 謝忍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33 好農業,是最好的醫生: 一位醫生關於土地、永續農場與醫療的現場觀察筆記戴芙妮.米勒(Daphne Miller)著; 唐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40 天上再見 皮耶.勒梅特著; 繆詠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57 花蓮365: 春、夏 王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71 膽小的狐狸 曼努娜.莫拿里文; 艾芙琳.達比迪圖; 邱孟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4988 唐師. 柒章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4995 洞燭先機:股市億萬贏家關鍵技術揭密 蕭正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08 移動的城市 楊志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22 幌馬車之歌 藍博洲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65039 法式馬克杯蛋糕：攪拌30秒，微波2分鐘，輕鬆搞定外酥心軟、綿細爆漿的美味甜點聖經依麗絲.黛爾帕.艾爾瓦黑(Elisa Delprat-Alvares)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46 大學微微疼.2 微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53 波濤滾滾: 兩岸談判30年交手秘辛. 1986-2015 王銘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60 活不到100歲,那是你的錯: 健康活到天年,6成靠自己!楊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77 撫慰身心、恢復健康的100道特效食譜 石川瑞惠, 岩崎啟子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84 土地的聲音: 聽見臺灣最美好的人.事.物 李百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091 身為職業小說家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107 身為職業小說家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5114 吃虧的力量 鄭匡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121 40位中西醫嚴選健康食物，教你排毒減肥 時報周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138 花蓮365: 秋、冬 王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145 虹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5152 蜜月旅行 吉本芭娜娜著; 吳繼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5169 蜥蜴 吉本芭娜娜著; 吳繼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5176 不倫與南美 吉本芭娜娜著; 陳寶蓮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365183 零八零七 辻村深月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190 負債魔王 睫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365206 為什麼要那麼快? 羅莉塔.其洛德文; 蘇維亞.費布里圖; 葉曉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5213 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220 廢物女友 T.H.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237 EQ：決定一生幸福與成就的永恆力量 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著; 張美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65244 今年開始,人生都是自己的 田臨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251 法老王傳奇: 埃及古文明、神殿、木乃伊、撒哈拉、尼羅河神秘傳說全導覽吳駿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268 華麗的告解: 30名人訪談錄 董成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275 為什麼現在的我們對未來如此不安?: 寫給年輕人的經濟現況,找回你的人生原力松村嘉浩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299 唐師. 終章: 滾滾紅塵 離人望左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05 文字交易所 亞拉娜.葛雷登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12 漫遊歐洲一千年: 從11世紀到20世紀,改變人類生活的10個人與50件大事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29 癌症的整合療法 許達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36 無畏的膽識: 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告訴你50個關掉內心恐懼的工作思考術丁菱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43 健康,自脊來: 脊椎保健達人鄭雲龍改變百萬人的脊椎強背術鄭雲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50 今天也要用便當出擊: 日本酷媽用怨念便當收服叛逆女兒ttKK(Kaori)著; 江裕真,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67 走在風尖浪頭上: 杜正勝的臺灣主體教育之路 韓國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1949 LIVE WILD山知道 楊世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2175 有故事的人,坦白講: 那些愛與勇氣的人生啟示錄壹週刊人物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74 行家這樣留住顧客 林嘉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381 靜靜的山 王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04 3分鐘熱度工作術： 沒有定性也能成功，無專長以能創業！日本潮流推手的通才致勝筆記中村貞裕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11 韓國女神級名醫獨創7日排毒瘦身餐 王慧文著; 許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28 血色的旅途: 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伊恩.歐佛頓(Iain Overton)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42 公民課該學的事: 從自己出發,和社會好好相處 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59 皇家賓館 櫻木紫乃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66 剩菜食堂,開張大吉!阿鼻桑德羅之美味大冒險 鼻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73 看懂臺灣的野花. 中、北部篇 葉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80 壞事不要來 蘆澤央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5497 力量來自渴望: 在最壞的時代,做最好的自己 戴晨志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3

凌雲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9430 路人的王牌. 第二部 雷雷夥伴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9454 鬼話連篇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69461 拾荒小分隊. 第二部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9478 拾荒小分隊 番外: 便宜兒子不好養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485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69492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69508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69515 魔法傳記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69522 鬼話連篇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卷6 1

9789865669539 鬼話連篇番外: 找鬼 青丘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18609 狂兵抄. 卷壹 叢台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607 路人的王牌. 第三部 雷雷夥伴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7231 河道變遷對橋梁及堤防基礎沖刷與安全之影響 林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27231 河道變遷對橋梁及堤防基礎沖刷與安全之影響 林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825 中山學報. 第三十五期 中山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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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中國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高市土木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中山學術研究會



9789868783720 翰逸神馳 兩岸書法名家專輯 汪中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928 水筆仔繪飛行大魔術師與小畫家. 2016 巫佩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09 學佛三要講義 印順導師原著; 釋開仁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519 建築密碼: 按步就班蓋好宅. 中冊. 機電設備篇 謝明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5033 高雄市采風美術協會作品專輯. 2015 吳勝法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1659 藝起展風華: 高雄市美術協會作品集. 2015 盧冠升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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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采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耘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水筆仔美術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1852 高雄國際攝影家聯展專輯. 2015 蘇伯欽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109 鯤邑采風 劉己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314 寶來綠色寶藏: 老樹說故事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60157 教育論文寫作與實用技巧 吳和堂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60188 性別議題與性別平等教育 王瑞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195 高等教育經濟學 溫明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201 服務型社會的來臨 孫希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225 大學課程發展與學習成效評量 李坤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249 班級經營: 學說與案例應用 張民杰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60263 學校革新研究 吳清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287 素養: 課程改革的DNA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294 與e世代有約: 超越代溝的HD智慧 陳膺宇, 陳冠維, 陳弘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300 比較與國際教育 李奉儒等作; 楊深坑, 李奉儒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2660324 校長正向領導: 理論、研究與實踐 謝傳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來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等教育

望角攝影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鯤洲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2660348 數位學習研究方法 宋曜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355 中等教育 黃文三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386 高等教育經濟學 蓋浙生, 鈕方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416 多元文化教育 譚光鼎, 劉美慧, 游美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60423 數位學習品質管理 張國恩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447 幼兒保育法規: 案例與資源 高家斌, 白沛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454 教育學與比較教育研究: 楊深坑國家講座教授六秩晉六祝壽論文集徐光台等合著; 李奉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478 學校進行組織學習的障礙: 探索與跨越 彭新強, 蔡愛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522 倫理學 黃文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546 教育發展議題研究 吳清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553 數位原生的學習與教學 高薰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577 遊戲式數位學習 孫春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584 校園霸凌: 學理與實務 王智弘等作; 翁福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614 中學學生事務的理論與實務 張雪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676 教學行動研究: 實務手冊與理論介紹 張德銳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660713 語文數位學習 劉顯欽等作; 柯華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768 社會科學研究與論文寫作: 成功發表秘笈 蔡今中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60805 教育公平 王如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812 比較中等教育 黃文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867 有效的班級經營: 課堂的模式與策略 Carlette Jackson Hardin原著; 方德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874 教育U辭書 吳清山, 林天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881 教師專業發展: 策略與行動方案 李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911 比較與國際教育 李奉儒等作; 楊深坑, 王秋絨, 李奉儒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60928 數位化質性研究: NVivo 10圖解與應用 劉世閔, 李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980 未來教室、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黃國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027 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 理論及實務 張奕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60041 教師視導與評鑑 James F. Nolan, Jr, Linda A. Hoov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0102 比較教育 黃文三等作; 黃文三, 張炳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0054 合作學習與對話教學策略對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效果之研究: 以「生涯規劃」課程為例孫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061 創新通識課程與教學之研究 孫國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603 食力. 2: 就是他們讓我們吃黑心食品的!臺灣食品管理政策大解析童儀展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76603 食力. 2: 就是他們讓我們吃黑心食品的!臺灣食品管理政策大解析童儀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571 第一份收入就投資 林奇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2061 教育法規: 大意與政策 顏國樑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052078 錦亭蔡氏族譜 蔡水鎮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2085 我和我的奇幻歷險 官亮均作 平裝 1

9789869052092 238號的品質保證. 1 巴弟等作 平裝 1

9789869269209 教育關鍵詞 李園會作 精裝 1

9789869269216 大學能力檢定CPE初級問題: Java粗解 李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223 大學能力檢定CPE中級問題: Java粗解 李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翔數位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復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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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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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5227 賴聖宗醫師榮退專刊 黃逸岳, 洪堅銘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41 慢慢走: 大體老師感恩手冊. 壹零肆學年度 高雄醫學大學後醫學系壹零四級同學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606 發現平凡中的感動: 細說女人故事 禾乃等作; 李梅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422 最美西海岸之自遊書 邱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新屋區愛鄉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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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新世紀婦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醫大口腔顎面外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0022 好風相從: 穆然書會聯展 曾家麒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108 聯藝攝影年鑑. 2016年 大地攝影研究會編輯 精裝 2

9789869263115 桃園攝影藝術獎. 2016年第二屆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3684 傻傻蒙福一家人 連加恩, 高麗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98 詩人與農夫: 從文學與文化進路再思耶穌的比喻貝里(Kenneth E. Bailey)作; 鍾榮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711 成為宣教的教會: 從新約看宣教神學與實踐 陳濟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728 耶穌如何改變世界 奧伯格(John Ortberg)著; 屈貝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735 你在何處牧羊 蔡麗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742 追尋自由的真諦: 祈克果論人生抉擇 祈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著; 林梓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4759 神的孩子正在找自己 凱瑟林.帕特森(Katherine Paterson)著; 屈貝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780 神國經理人: 基督徒的創新與創業領導學 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 古森(Richard J. Goossen)著; 陳逸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797 加拉太書點燃福音爆炸力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03 加拉太書點燃福音爆炸力(簡體字版)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10 加拉太書查經材料: 福音真重要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34 愛勝過恐懼: 進入親密、豐盛、狂喜的生命 盧雲(Henri J. M. Nouwen)作; 陳逸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41 大使命與大抗命: 再思耶穌的門徒訓練 魏樂德(Dallas Willard)著; 應仁祥, 東紋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65 享受吧!女人的生命旅程: 活出神眼中的妳 史黛西(Stasi Eldredge)著; 黃凱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72 死亡神學 魏連嶽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攝影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校園書房

桃市穆然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000 無常的美學 謝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031 如何製作穿戴式電子裝置: 設計、製作、穿上自己做的互動裝置吧凱特.哈特曼著; 蔡伊斐, 劉盈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2110 桃園育達六十年 桃園育達六十年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622 許妳天下聘. 第一部, 藥兒姬 簪花司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511 極端氣候下臺灣災害治理 陳亮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6528 南區光點主題路線導覽 南區國際光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495 二二八事件文獻目錄解題 廖繼斌總編輯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展夢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十一世紀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泰電電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育達高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2429 合縱連橫: 從全球競合看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趨勢楊啟鑫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443 聚焦物聯網: 解析顯示器產業未來關鍵技術與商機林研詩, 林澤民, 劉美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450 聚焦物聯網: 解析半導體產業未來關鍵技術與商機林宏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467 國際標竿產品技術藍圖: 非ICT產業 工研院IEK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481 前進東協: 掌握印尼智慧行動終端產業新商機 葉恆芬, 呂珮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498 以網宇實體系統為基礎的智慧製造產業發展策略熊治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04 我國石化業應用甲醇原料發展的新契機 范振誠作 平裝 1

9789862642511 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 資料經濟篇 趙祖佑, 周駿呈, 涂家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28 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 智慧車載篇 石育賢, 江柏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35 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 智慧健康篇 趙祖佑, 張慈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42 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 智慧能源管理篇 黃雅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59 物聯網應用趨勢與商機. 智慧製造篇 熊治民, 趙祖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66 物聯網應用發展趨勢與商機. 關鍵零組件與材料篇謝孟玹, 林國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73 汽車電動化零組件發展趨勢與商機探討 蕭瑞聖, 石育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80 高齡趨勢之創新科技發展趨勢與商機. 輔助科技篇黃裕斌, 周文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597 高齡趨勢之創新科技發展趨勢與商機. 傷口照護篇謝秀欣, 范振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03 高齡趨勢之創新科技發展趨勢與商機. 服務型機器人篇黃仲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10 中國大陸生醫市場通路模式解析與切入策略: 以化妝保養品為例謝秀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27 由國際大廠的中長期發展策略看電子材料未來發展趨勢葉仰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427 聽!天主的聲音. 舊約篇 陳上瑜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7434 聽!天主的聲音. 舊約篇 陳上瑜繪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工研院產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128 家常好滋味: 美味重現,回味無窮 富里鄉親的私房故事黃綉景等口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227 Hi Swaziland-萬里之外幸福相遇 臺中教區國際志工親善大使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947 願祢受讚訟: 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164 金門馬祖農漁生態休憩規劃與發展策略之研究 莊慶達等作 平裝 2

9789868738171 臺灣高山有機咖啡產業發展研究 <>編輯小組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186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193 太陽光電技術發展趨勢探討 李世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100 具競爭力之石化專區探討 林茂文等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9789869269117 產業能效提昇之回顧與展望 余騰耀主編 平裝 1

9789869269124 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 余騰耀主編 平裝 1

9789869269131 高齡化對臺灣產業勞動需求及產業發展的探討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148 臺灣環境品質報告. 2015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9601 天語傳真. 三, 民國八十四年-八十六年聖訓錄 極院天人親和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9656 天帝教初皈同奮必讀 財團法人天帝教極院傳播出版委員會編輯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869209663 奮鬥感應錄. 第七集, 天人炁功案例 極院天人炁功院<>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759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105年版 主計月報社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6660 折舊、逆折舊: 不動產投資、估價的觀點 梁仁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988 兒盟瞭望. 8, 早一步行動，少一分遺憾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227 兒盟瞭望. 8, 在家崩塌前,伸出援手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8234 在世界倒塌前接住孩子: 高風險家庭的故事 曾淑美撰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地政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主計協進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8133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中高等題庫密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68362 黃金認證CWT全民中檢: 高等應試指南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4999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105年版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268608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5年版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268615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5年版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268622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投資學. 105年版 修訂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8639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期貨交易法規. 105年版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268646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105年版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268653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3, 財務分析. 105年版 修訂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9268660 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4,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含自律規範. 105年版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627 法句經講記 釋傳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35634 傳道法師永懷集 釋傳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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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佛教文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路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電腦技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證券期貨基金會



9789579021173 愛的好天天: 記錄愛與生命的25節課 宗景宜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645 東尋西覓: 大澤人.陳向東.張嵐軍美術作品集 大澤人, 陳向東, 張嵐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610 認識電力工程 劉秀容作 平裝 1

9789867142627 土木結構的生命週期管理: 方法論與實例,及準則蘇藤成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337 泰國藥品產業現況及商機探索 巫文玲, 陳怡蓁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9464 流轉.再生: 國際紙纖維藝術雙年展 呂嘉萍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6530 一學就會成年監護100問?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主編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宗教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753 鄭煥生全集. I, 土牛溝傳奇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2760 鄭煥生全集. II, 蘭陽櫻花祭 鄭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305 平凡的湧詞 杜雨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305 平凡的湧詞 杜雨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284 廣論三部曲(簡體字版) 郭正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9131 S.M.A.R.T Hospital Design智慧醫院設計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金會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973 基礎性能分析 陳正興, 黃俊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752 八又二分之一 陳雲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工技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正覺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齡健康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177 平安人生. 選輯五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9344 居無礙. 家有愛: 友善住宅改造實錄 莊宗翰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107 英國《衛報》信託所有權之治理模式分析 賴子歆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649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一冊 1

9789869197656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二冊 1

9789869197663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三冊 1

9789869197670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四冊 1

9789869197687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五冊 1

9789869197694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六冊 1

9789869272407 大智度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第七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伊甸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200 風中的哭泣: 五0年代新竹政治案件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3

9789869233217 風中的哭泣: 五0年代新竹政治案件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844 老屋囈語: 賀大田油畫作品集 賀大田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700 無私與大愛: 辛志平校長的故事 黃春木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616 佛法無多子: 黃蘗山斷際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作 平裝 上冊 1

9789579414623 佛法無多子: 黃蘗山斷際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作 平裝 下冊 1

9789579414647 野鴨子飛過去了.百丈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5336 誰在耕心田: 香光尼僧團述記 香光尼僧團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45350 香光莊嚴: 三十傳心月華文札 精裝 1

9789868845367 日日安樂行. 第一輯: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2012/5/4-2013/12/31彙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5374 日日安樂行. 第二輯: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2014/1/1-2015/5/5彙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辛志平校長獎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559 民主觀察: 2014回顧 鄭麗君, 羅承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872 歡樂的色彩: 腓立比書. 第一章 林裕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265 法鼓山年鑑. 2014 法鼓山年鑑編輯組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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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2240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陳建任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257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總論篇 陳建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264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印度篇 洪鼎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271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越南篇 陳佳安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散那福音傳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青平臺基金會



9789865662288 非鐵新興應用市場特輯. 2015 林偉凱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295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緬甸篇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01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墨西哥篇 許育瑞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18 鋼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5. 馬來西亞篇 陳建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25 非鐵新興應用市場特輯. 2015. 總論篇 林偉凱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32 非鐵新興應用市場特輯. 2015. 銅金屬篇 張資凰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49 非鐵新興應用市場特輯. 2015. 鋁金屬篇 王瓈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56 非鐵新興應用市場特輯. 2015. 鈦金屬篇 吳亭錚, 曾婉如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63 智慧鍍膜之技術佈局與應用發展策略 陳仲宜,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70 次世代觸控面板關鍵設備與商機探討 盧素涵, 洪鼎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387 提升馬達應用產業國際市場地位之關鍵技術策略陳慧娟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828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1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705 春之當代藝論. 2013-2014 賴香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245 我國新興食品加工技術發展藍圖規劃與新藍海策略黃秋香, 簡相堂作 平裝 1

9789866110276 國際食品創新創業發展趨勢與經營策略 鄭佩真, 陳麗婷, 簡相堂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0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之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408 兩岸建築與規劃新人獎暨城市發展策略與方法論壇. 2015財團法人城鄉規劃治理文化基金會編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7114 企業倫理: 內外部管理觀點與個案 陳勁甫, 許金田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879 探討商業健康保險相關經驗發生率統計: 應用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於癌症之研究喬治華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6669 馬漢寶講座論文彙編. 第四屆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財團法人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編輯 平裝 2

9789572826683 馬漢寶講座論文彙編. 第五屆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財團法人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8746 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施惠芬主編 第9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耕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義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鄉規劃治理文化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634 半世紀的陪伴: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 耶穌會士在臺灣馮允文口述; 王蜀桂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702 人在荒野 徐仁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719 遯隱荒野 徐仁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726 荒野深處 徐仁修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754 德馨滿人間. 第六輯 李阿成, 莊鶴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9566 紡織品入門手冊 王立主等撰寫; 姚興川主編 第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141 性別動動腦: 主流化案例手冊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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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婦女權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財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桃市中國童子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荒野基金會



9789869260800 臺灣發展戰略新思維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800 臺灣發展戰略新思維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6632 永遠的陳拱北 張秀蓉, 江東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76632 永遠的陳拱北 張秀蓉, 江東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628 臺大醫院子宮頸癌疫苗臨床試驗(HPV-008 PATRICIA Trial)典藏專書周松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946 臺灣電影年鑑. 2015 林文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1831 NPHRST博士就業知覺調查分析報告. 2015年 徐一萍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5756 莊永輝書法習作輯 莊永輝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鹿港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571 365聖經故事: 日日禱告主.天天親近神 L. M. 亞歷克斯(L. M. Alex)作; 古斯塔沃.馬札里(Gustavo Mazali)插圖; 黃耀禮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601 從小必須牢記的經文 蘿貝卡.路瑟(Rebecca Lutzer)作; 恩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618 我的寶貝聖經 卡琳.朱爾作; 南西.孟格插圖; 黃耀禮譯 初版 精裝 2

9789575504632 教養兒子必學的功課 雪莉.芙樂(Cheri Fuller)作; 顧華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663 苦難學堂開課了!那些年,約伯教我們的事 黃銀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28963 就是愛不一樣 寇紹恩主講; 黃麗玟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062 為神守密 邵貴恩(Gwen Shaw)著; 張珮幸, 詹雅惠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3079 因為你,世界不一樣! 維多利亞.琳德爾(Victoria Lindahl)著; 岳欣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83086 聖靈全能的工作 柯希能(N. Krushnisky)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602 礙裡無懼.無權放棄: 傑出華裔陳建孝逆境中的礙情故事陳建孝, 曹聖桃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信徒佈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基督天聲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7517 阿源醫生說故事: 27個你一定要知道的人體奧祕黃昭源作; 阿良繪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715 小木偶皮諾丘 卡洛.柯洛第(Carlo Collodi)著; 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eban)繪; 黃筱茵譯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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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4008 瘋子成就了驚人之愛: 創世基金會創辦人的故事王建煊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315 力與愛: 一趟引導社會變革的世界紀實 亞當.卡漢(Adam Kahane)作; 陳淑婷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3102 國際公法論文集 王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3119 國際私法論文集 王志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邦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岡法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世基金會

國語日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552 胸懷逸興壯思飛: 陳宏勉書畫印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69 化絢麗為真樸: 席德進的繪畫世界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76 想像的世間: 夏一夫創作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9583 從心所欲,奇變歸我: 吳學讓水墨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局傳播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231 愛無疆界: 卡羅.歐巴尼首位為SARS犧牲的醫師 文森.瓦拉格納(Vincenzo Varagona)著; 江國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293 耶穌的比喻 Boguslaw Zeman著; Zbigniew Freus繪; 陳思宏, 常祈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6309 情緒的祕密: 認識自己,不再害怕失控 貝納特夫婦(Art and Laraine Bennett)合著; 張佩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6346 Time: 臺灣數位生活服務與應用. 2015 Ren-Dar Ya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5816353 關懷科技搞什麼? 江志浩等作; 趙書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360 從生活實驗室到智慧城市 葉逸萱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377 乘著年輕的翅膀 去看不一樣的世界!: 國內外數位機會中心小壯遊龔仁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421 下班後,創業去: 提升創業戰鬥力的七劑大補帖 樂以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6032 資訊產業年鑑. 2015. 資訊服務暨軟體篇 簡祐延等作; 資訊產業年鑑-資訊服務暨軟體篇編纂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049 資訊產業年鑑. 2015. 資訊工業篇 周士雄等作; 資訊產業年鑑-資訊服務暨軟體篇編纂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193 金磚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 巴西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智文化



9789575816209 金磚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 俄羅斯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216 金磚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 中國大陸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223 金磚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 印度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230 金磚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 南非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261 虛擬經濟行動支付之影響與商機研究: 商機 篇. 行動支付發展機會與挑戰胡自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278 虛擬經濟行動支付之影響與商機研究:國內篇. 行動支付發展現況與影響胡自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285 虛擬經濟行動支付之影響與商機研究: 國際篇-行動支付趨勢與業者動態胡自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339 家庭智慧安全佈局方向及解決方案探勘 高慈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391 臺灣數位影視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5 簡祐延, 數位媒體研究群作 平裝 1

9789575816414 臺灣數位遊戲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5 李易鴻, 數位媒體研究群作 平裝 1

9789575816438 臺灣數位閱讀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5 曾家宏, 數位媒體研究群作 平裝 1

9789575816445 臺灣數位音樂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5 簡祐延, 劉佳苹, 數位媒體研究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0953 我不怕痛,我還有夢 吳宜庭圖 平裝 1

9789868590960 我不怕痛,我還有夢 吳宜庭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225 雲端: 克勞德的故事 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21 存在的情境: 東亞當代寫實藝術展 李足新, 徐子涵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6605 湛藍白雲的故事 黃囿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8517 仰望星空的人 吳慧姬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477 金剛經持驗錄 許添誠居士輯錄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63552 圓覺經釋要 青山沙門顯慈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569 江著金剛經講義節略 鍾鈞梁居士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963576 法界宗五祖略記; 賢首五教儀開蒙 (清)沙門續法輯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583 正信錄 (清)羅兩峯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170 地下實驗.創意秀場. 2008-2011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5708 再會歷史: 蔡志松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5708 再會歷史: 蔡志松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5722 雙城記: 萬園有靈/郭維國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75739 雙城記: 浮城過影/陸先銘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田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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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聖母聖心啟智中心



9789869175746 兩个习: 游文富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5760 李受俓在臺北: 當我變成你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5777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4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5784 政純辦在臺北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5791 人的莊園: 周慶輝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2606 以藝術之名: 香港當代藝術展 石瑞仁主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62620 K-P.O.P.韓國當代藝術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576 臺灣藝術村聯盟年會. 2015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3075 這就是神的工作: 神工作的真實性質、無愧的工人、摩西,神的僕人守住所信的道江守道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3198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神的帳幕在人間、真帳幕的執事、更美的約、帳幕在舊約中的啟示、帳幕在新約中的實現江守道等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3204 新人的生活與事奉: 新人的生活 新人的事奉 孫國鐸, 柏盛享講者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7186 不可不讀的40篇. V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彭蒙惠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0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9789869033817 安安的奇幻旅程 開放空間等故事; 施暖暖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3824 遇見白鷺鷥 看見溫柔的力量: <>公共藝術節專輯. 2015黃浩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3286 祈願法會前行緣念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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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181864 佛教與文學的多重視角: 儀式.生命與想像 洪錦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3996 30古吧. 2015 林保堯等作; 洪紹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904 關渡宮文化叢書. 精華篇: 靈山勝境關渡宮 林保堯, 陳奕愷,林欣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11 關渡宮文化叢書. 歷史篇: 關渡宮沿革 蔡相煇, 陳奕愷, 劉美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28 關渡宮文化叢書. 文物篇: 匾額、聯文與籤詩 蔡相煇, 陳奕愷, 劉美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35 關渡宮文化叢書. 宗教篇: 祀神與祀典 蔡相煇, 陳奕愷, 劉美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42 關渡宮文化叢書. 神像篇: 造像之美 林承緯, 張靖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59 關渡宮文化叢書. 建築篇(一): 建築構造與空間 劉懷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66 關渡宮文化叢書. 建築篇(二): 建築裝修與裝飾 周英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關渡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雙清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9789869236973 關渡宮文化叢書. 建築篇(三): 宮廟與文化景觀 張崑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80 關渡宮文化叢書. 藝術篇(一): 石雕藝術 龔詩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997 關渡宮文化叢書. 藝術篇(二): 木雕藝術 陳奕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502 關渡宮文化叢書. 藝術篇(三): 剪花藝術 徐逸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519 幸福解碼、歲歲平安: 關渡宮十二生肖療癒系繪本陳奕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8134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learned from taiwan Tzay-Jinn Chen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5716 炙熱靈魂: 美術名家聯展「三.參.山」展覽專輯 陳思伶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3055716 炙熱靈魂: 美術名家聯展「三.參.山」展覽專輯 陳思伶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415 返家六千里: 小白鶴的奇幻旅程 財團法人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9138 更生保護70週年論文集 陳漢文, 張克強, 黃于玲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更生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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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縣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北醫學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321 簡明小六法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338 金融人員公司法必修36堂課 楊德庸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90345 金融人員公司法必修36堂課 楊德庸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90352 企業與金融治理及法律實務 惇安法律事務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413 透視創意產業 從理論到實務運用 Rosamund Davies, Gauti Sigthorsson著; 齊克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095 Love and devotion: the story of MacKay Tu Fu-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163 使徒保羅的信仰、神學智慧 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170 淺談宗教與基督教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187 美名v.s.大財 胡忠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7194 那teh褪色的臺灣俗語話 李南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31664 大甲溪流域泰雅爾變遷傳奇: 林誠牧師回憶錄 林誠口述; 尤巴斯.瓦旦(Yupas Watan)主編.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873 臺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6 龔明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8971 財經論壇. 第19輯 李俊杉主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綜合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經院

臺灣金融研訓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121 優質混凝土(GRMC)驗證作業手冊及解說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4335 小麥熊的心願 黃淑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2914342 小麥熊的心願 黃淑華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94514 揭諦集 簡明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4918 禪菩提 釋心道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6324925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國語注音) (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24932 放下就是快樂: 心道法師法語精選 釋心道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2494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國語注音) 四版 其他 1

978986632495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國語注音) 五版 其他 1

9789866324963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15 釋法昂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格爾藝術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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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吉陳何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營建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802 繽紛: 楊錦惠禪繞與編珠作品集 楊錦惠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758 六星級餐旅英文 薛詩怡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379 世界回旋: 鄭月妹畫選 鄭月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20052 西點軍校給青年的16個忠告 楊樂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083 圖解: 周易入門 鄭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090 生死關懷的100個小故事 許禮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106 圖解: 推背圖 鄭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113 阿里課堂的35堂課: 馬雲與他的網路帝國 王貴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120 唐詩的力量 董希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137 這個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樣 張禮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144 圖解: 周易本義 鄭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151 心計 李冰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168 一次完全讀懂中國歷史 孫喜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175 宋詞的力量 曲向紅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182 賭客信條 孫惟微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哥德藝術中心



9789863920199 阿彌陀佛,一定要你改變的小故事 哈佛居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205 做人就是要賊一點 陶淵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212 中國第一詐書: 鬼谷子 東方羽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229 AK-47槍王之王 沈劍鋒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236 上大學一定要知道的10件事 高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243 聶隱娘 王國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250 索羅斯教你買基金 戴永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267 巴菲特教你買股票 戴永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274 圖解: 精神分析引論 佛洛伊德作; 南玉祥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281 圖解: 超放心的黃金飲食搭配 李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298 一本書讀懂世界歷史 章世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304 圖解:最健康、美味的「擇」食聖經 李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311 天規 孫正治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328 管理的基本功 趙凡禹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335 影響世界歷史的50場戰爭 張彩玲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342 人脈存摺 陳麗, 何耀琴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359 小米內幕 吳帝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366 你一定要知道的人性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作; 徐珊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373 窮人與富人的距離0.05mm 張禮文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7123 建築的語言 安德烈.施米奇(Andrea Simitch)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321 臺灣木職人才懂的享木生活: 去住、去做、去學!跟家人住木民宿、替自己做木湯匙、幫房子做木家具林黛羚, 詹雅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52 和舒皮一起愛手作、繪生活 舒皮(Soup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69 360°發現高更 鄭治桂, 黃茜芳, 曾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376 女巫阿娥的超萬能手工皂 阿娥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原點



9789865657383 360°愛上莫內 鄭治桂, 鄭麗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20 TED最撼動演說101 許毓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44 義式主廚農家上菜: 走進無毒農家,用人情味煮出的34道台灣魂、西方味好料理張秋永(Tit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68 裝修前、裝修後,無毒家一本通: 甲醛、粉塵、壁癌、幅射大退散,裝修毒害不入屋!蔡明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75 360°看見梵谷 鄭治桂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82 360°感覺雷諾瓦 鄭治桂, 林韻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499 360°夢見夏卡爾 鄭治桂, 黃茜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512 這樣隔間,不後悔 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529 解決居家的100個煩惱 原點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536 一開始就不用收!家的最後一次空間收納課 朱俞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574 在生命中,遇見小王子 張曼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901 在僻處自說.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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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371769 日本文化巡禮. 第四集, 冬 日高民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3392 希特勒回來了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 管中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718 芳療實證全書: 從分子到精油、從科學到身心靈,成為專業芳療師的必備聖經溫佑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0718 芳療實證全書: 從分子到精油、從科學到身心靈,成為專業芳療師的必備聖經溫佑君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島讀文化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9789863840756 新宋. 肆. 卷四, 對峙 阿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893 建築從無到有: 從委託到落成,看國際建築團隊如何發揮創意力、溝通力、執行力,成功打造理想建築典範珍妮佛.哈德森(Jennifer Hudson)著; 林俊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0961 24節氣三合一養生法: 經絡、食療、瑜伽,讓你未來12年不生病的養生大全迷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0985 小王子的飛行日誌 庫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43 袁騰飛說世界史: 從地理大發現到全球經濟大整合袁騰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50 哲學超圖解: 直覺理解世界72哲人x古今210個哲學概念,看圖就懂,面對未來不迷惘!田中正人著; 江裕真,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67 一代商王. 第一部. 卷1, 置之死地而後生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74 父母最想知道的親子聊天術: 陳安儀的窩心團,聊出好教養,聊到心坎裡!陳安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81 逛不完的巴黎: 雜貨、甜點、飾品、書籍、藥妝,跟著巴黎達人買到天荒地老!荻野雅代, 櫻井道子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098 超簡單!自然野趣拿筆就能畫 艾嘉特.耶維曼(Agathe Haevermans)著; 劉美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04 一口吃甜點: 卡爾西一個人的廚藝訓練班,60道療癒小點心一學就會!卡爾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11 因為愛,做便當。 水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28 媽媽的蔬食手路菜 楊開瑞, 劉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35 一本讀懂川端康成: 諾貝爾獎得主竟如此情色! 新潮文庫編著; 黃瀞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42 一本讀懂三島由紀夫: 他跑得太快!時代只能在後面追趕他!新潮文庫編著; 李彥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59 用10%薪水變有錢: 全世界有錢人都奉行的巴比倫致富聖經喬治.克拉森(George Clason)著; 周玉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66 女人必練核心肌!1天1招7天練出性感小蠻腰 李基成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73 女人必練核心肌!1天1招7天練出性感蜜大腿 李基成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80 一代商王. 卷2, 富貴險中求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197 一代商王. 卷3, 商者以信義為本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210 清秀佳人(紅髮安妮)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作; 趙永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227 一本讀懂山本周五郎: 深諳哭點和笑點的名家! 新潮文庫編著; 徐佩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258 一代商王. 卷4, 人脈即是錢脈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304 常禮舉要易解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許乃兒童讀經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299 淨土宗三祖師傳 野上俊靜作; 佛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8782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暨10周年追思大會 陳郁心, 廖華國, 盧珮瑀編輯 平裝 1

9789866448898 MOI: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作品年鑑. 第十九屆黃志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255905 軌跡. 2015: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亞太競賽作品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12 印刷資訊科技論壇專輯. 2015 張世熙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581 人性本來就很賤 血腥瑪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042598 人性本來就很賤. 2, 賤怪不怪 血腥瑪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08 人性本來就很賤. 3, 請勿賤笑 血腥瑪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15 瞬間讀懂人心 陶然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22 秘密花園 F. H. 勃內特作; 楚茵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39 管人用人厚黑學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46 瞬間看穿人心 陶然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崑山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視傳系



9789869215053 活學活用讀心術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60 把人看到骨子裡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77 活學活用說話謀略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84 活學活用談判謀略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5091 我不是教你壞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05 做人做事厚黑學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12 活學活用攻心術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29 沒心機,也要會看時機 楚映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98 可以輸給別人,不能輸給自己. 智在生活篇 王渡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4003 Step Into Target Reading: Smart Ways to Build Comprehension. 4Owain Mckimm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065 道林.格雷的畫像 Oscar Wilde原著; Elspeth Rawstron改寫; 林育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089 老人與海(原著彩圖雙語本)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黛孜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4140 Learn Smart!狄克生片語這樣背(背誦版) Matt Coler作; 李盈瑩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5855 生活中的啟示(第十六-十九輯合集) 淨元導師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502 法治思辯集 謝瑤偉作 平裝 1

9789869267502 法治思辯集 謝瑤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陶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梵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8179 團體動力: 世界和平之道 楊極東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8186 團體動力: 世界和平之道 楊極東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88193 中華先祖: 蚩尤文化利人天 蘇文裕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6088209 唯心聖教與世界和平: 唯心聖教世界和平由祭祀祖靈起始黃春枝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8216 Holy Weixinism world peace starts from the worship of ancestorsHuang, Chun-Chih[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349 世界新興宗教 臺灣唯心聖教 張益瑞作 平裝 1

9789869044356 世界新興宗教 臺灣唯心聖教: 中華文化大熔爐 易經大學對和平的貢獻陳立岳, 李珍玫, 張益瑞作 平裝 1

9789869044363 The new religion of the world : Taiwan weixin shengjiaoChang Yi-Ju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324674 英語聽力大翻轉: 6技巧突破英聽困境 黃玟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681 新日檢完勝500題N2: 文字.語彙.文法 松本紀子, 佐々木仁子著; 黃嘉韻,顏秀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698 新日檢完勝500題N3: 文字.語彙.文法 松本紀子, 佐々木仁子著; 楊于萱,黃嘉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704 綜藝就該這樣玩: 韓國四大金牌PD創意獨門祕笈辛炯冠等作;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711 如何寫好英文論文摘要: 語料庫學習模式 廖柏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逢甲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唯心聖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眾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唯心宗南天文化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1870 50周年校慶特刊 唐國豪主編 平裝 1

9789865843243 國學學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蔡桂郎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43304 奈米科學網年刊. 2014+ 蔡雅芝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43311 NanoScience奈米科學網: 奈米大學堂 蘇俊鐘等作 平裝 1

9789865843335 創價家精神與經濟轉型 郭祐誠, 陳善瑜, 顏厚棟編輯 平裝 1

9789865843342 海耶克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黃春興, 陳善瑜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366 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180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 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王德威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8664197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黃進興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9211406 中國現代化與文明轉型 金耀基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9211413 文學中的人生 李歐梵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9211420 裕瑞《棗窗閒筆》新探 黃一農著 一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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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5659103 思索臺灣客家研究 張維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10 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 東南亞與臺港澳 張維安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逢甲歷史文物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2240 寫作的禪意: 釋放你內在的創意天才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作; 徐立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06 小獅子 章小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51 某人日常 Audd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68 我的名字叫紅(十週年紀念版) 奧罕.帕慕克(Ohan Pamuk)著; 李佳姍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2875 別樣的色彩: 閱讀.生活.伊斯坦堡,小說之外的日常奧罕.帕慕克(Ohan Pamuk)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882 留住一切親愛的: 生存.反抗.欲望與愛的限時信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吳莉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2899 攝影的異義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傑夫.代爾(Geoff Dyer)編; 吳莉君, 張世倫, 劉惠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905 女系家族 山崎豐子著; 邱振瑞譯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2912 女系家族 山崎豐子著; 邱振瑞譯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2936 心知肚明 朱振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943 建豐二年: 新中國烏有史 陳冠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950 美國世紀的終結？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著; 林添貴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2967 閣樓裡的小花 V.C.安德魯絲(V.C. Andrews)著; 鄭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974 人生,不能什麼都要 小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981 日熄 閻連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2998 重返現代 白睿文, 蔡建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001 最後的兒子 吉田修一原作; 劉姿君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3018 男子漢的家常菜 檀一雄原作;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025 丹麥女孩 大衛.埃博雪夫(David Ebershoff)作; 王敏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032 少難過一點的練習簿 李.克拉治利(Lee Crutchley)著; 王以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049 南中國海: 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 羅柏.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林添貴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43056 營養師的幼兒魔法食譜寶典: 針對1-5歲幼兒個別設計,327道料理輕鬆解決邊吃邊玩、偏食、過敏等常見飲食問題牧野直子, 小池澄子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063 超厲害!土鍋做的美味料理: 炒、烤、蒸、煮、炊樣樣來福森道步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070 這世界還不好嗎? 馮內果(Kurt Vonnegut)著; 丹.魏克菲(Dan Wakefield)編; 顏湘君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麥田



9789863443087 剃刀邊緣 毛姆(W. Sommerset Maugham)著;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100 世界第1語言的100個秘密起源: 英語，全球製造，20億人共同擁有比爾.路卡斯(Bill Lucas), 克里斯多福.莫威(Christopher Mulvey)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117 失物之書 約翰.康納利(John Connolly)著; 謝靜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124 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學課: 一口氣讀懂15本哲學經典名著小川仁志著; 鄭曉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131 馬拉松武士 土橋章宏著; 楊士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148 水神 邱致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3155 水神 邱致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3162 水神 邱致清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43179 沒有國家的人 馮內果(Kurt Vonnegut)著; 劉洪濤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186 無價鳥生活!免開錢的歐洲交換食宿日記 王韵心, 黃詩婷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193 德勒茲論音樂、繪畫與藝術 雷諾.博格(Ronald Bogue)著; 李育霖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09 用孩子的畫做成世界唯一的布偶 金涍善著; 王品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16 沙漠之花 月村了衛作; 楊士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47 人情的流轉: 國民小說讀本 凌性傑, 石曉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54 古典光陰風格考: 軼事、習俗與美好人生的享樂時光潔西卡.寇爾文.任金斯(Jessica Kerwin Jenkins)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261 防火牆: 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孫智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285 接受無知的勇氣 奧修OSH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339 布赫迪厄論電視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林志明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336 贏在扭轉力 孔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7367 給得勝者的20個關鍵字 布萊德.羅米尼克(Brad Lomenick)著; 郭騰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2

啟示



9789866301773 全球化時空、身體、記憶: 臺灣新電影及其影響張靄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780 蘭嶼的族群認同與媒體 郭良文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797 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 蔡石山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803 動畫之魂: 創意合作的日本動畫產業 伊安.康德里(Ian Condry)著; 江素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810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301810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6301827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301827 族群、社會與歷史: 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維安, 連瑞枝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6301834 求生意志: 愛滋治療與存活政治 João Biehl作; 陳秋山, 李佳霖, 曹寶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841 羅伯特玩假的?: 破解機器人電影的科學真相 楊谷洋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858 戰鬥與力量: 第四屆御宅文化國際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梁世佑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193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年刊. 103學年度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策劃整理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209 The Earth Is Dancing Mo-Jen Wang著; Lee-Yew Leong譯 平裝 1

9789866116209 The Earth Is Dancing Mo-Jen Wang著; Lee-Yew Leong譯 平裝 1

9789866116520 千山萬水 清華尋根 許明德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49075 南一文粹. 2015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學生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南一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二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9

清大出版社



9789869064729 1895乙未戰爭撥雲見日 許祐愷, 羅珮芳總編纂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0896 Special Issue on Lee Chiao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0902 大觀紅樓. 母神卷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957 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 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楊承淑編 精裝 2

9789863500988 大學分析化學實驗(學期班)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0988 大學分析化學實驗(學期班)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022 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黃俊傑著 修訂一版 精裝 2

9789863501053 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 黃俊傑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077 文物、造型與臺灣原住民藝術: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宮川次郎藏品圖錄胡家瑜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121 文法會說話 邱崇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138 種子學 郭華仁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152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9 王泰俐主編;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169 民主妙法: 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 Richard Madsen著; 黃雄銘譯註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176 六朝同題詩歌研究 沈凡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183 大學之理念: 傳統與現代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190 身體感的轉向 余舜德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206 「帝國」在臺灣: 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蘇碩斌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213 東アジア情勢の変動とアベノミクスの影響 蘇顯揚, 魏聰哲編 精裝 2

9789863501220 跟著大腦去旅行: 分心時,大腦到底恍神去哪裡 麥可.C.柯博利(Michael C. Corballis)原著; 吳孟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220 跟著大腦去旅行: 分心時,大腦到底恍神去哪裡 麥可.C.柯博利(Michael C. Corballis)原著; 吳孟儒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237 一砂一世界: 以物擬人,以古鑑今 各種動態系統相似性之探討許翼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237 一砂一世界: 以物擬人,以古鑑今 各種動態系統相似性之探討許翼雲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244 東亞傳統與現代哲學中的自我與個人 蔡振豐, 林永強, 張政遠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251 看見臺灣: 臺灣新紀錄片研究 邱貴芬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出版中心



9789863501268 臺大科學家的研究故事. 5 吳佳穎等採訪; 李淑娟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275 宋代科舉社會 梁庚堯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282 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 窪添慶文著; 趙立新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299 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 陳弱水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305 Comparative social quality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Lillan Lih-Rong Wang, Alan Walker[編輯] 平裝 2

9789863501312 歐洲聯盟文化政策之脈絡與實踐 廖揆祥等作; 劉以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1312 歐洲聯盟文化政策之脈絡與實踐 廖揆祥等作; 劉以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01329 Special Issue on Imperial subject literaturein taiwan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編] 平裝 2

9789863501343 透過案例演練學習BIM. 基礎篇 謝尚賢等著 增訂一版 平裝 2

9789863501374 中原音韻箋釋 李惠綿著; 曾永義, 金周生審訂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1350 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 柯慶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350 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 柯慶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1367 東亞儒家人文精神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0241587 春秋管見 吳時任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0241587 春秋管見 吳時任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057 跨國華人書寫.文化藝術再現: 施叔青研究論文集王德威等作; 簡瑛瑛, 廖炳惠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071 水彩靜物畫: 寧靜的生命 楊恩生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2980 Escribir mejor: manual de composición(西班牙文) Lucia Chen(Hsiao-chuan Chen)[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65

師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033 La nueva nao: de formosa a america latina reflexiones en torno a la globalizacion desde la era de la naveacion hasta la actualidad(西班牙文)Lucia Chen, Alberto Saladino Garcia[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026 一起邁向自由 陸金雄, 黃瑞茂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064 圖書資訊學的傳承與創新: 教資/資圖45週年系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323 廚藝之樂(海鮮.肉類.餡、醬料.麵包.派.糕點): 從食材到工序,烹調的關鍵技法與實用食譜厄爾瑪.隆鮑爾, 瑪麗安.隆鮑爾.貝克, 伊森.貝克著; 廖婉如, 周佳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30 廚藝之樂(飲料.開胃小點.早、午、晚餐.湯品.麵食.蛋.蔬果料理): 從食材到工序,烹調的關鍵技法與實用食譜厄爾瑪.隆鮑爾, 瑪麗安.隆鮑爾.貝克, 伊森.貝克著; 廖婉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85 兒童人際發展活動手冊: 以遊戲帶動亞斯伯格症、自閉症、PDD及NLD孩童的社交與情緒成長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nin), 瑞雪兒.雪利(Rachelle K. Sheely)著; 林嘉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392 府城世家尋味之旅: 記憶中的家族食記 黃婉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54403 臉部鍜鍊法: 消除法令紋,這樣做就對了! 澤田彰史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410 四季穿搭時尚彩繪 羅安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427 廚藝之樂(蛋糕.餅乾.點心.糖霜、甜醬汁.果凍、果醬.醃菜、漬物.罐藏、燻製): 從食材到工序,烹調的關鍵技法與實用食譜伊森.貝克(Ethan Becker)著;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54441 總鋪師辦桌: 再現老臺菜的美味記憶 黃婉玲著; 林偉民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54458 躁鬱狂潮: 改變心情,迎向美好人生 夏一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472 這樣的房子不安全!實例解密: 結構達人教你鑑定出房屋真相曾慶正, 張惠如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資圖系

淡大美洲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573 要玩就要玩大的: 起司班學習成長故事 劉遵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34 DBT技巧訓練講義及作業單: 辯證行為治療法的實用祕笈瑪莎.林納涵(Marasha M. Linehan)著; 田曉寧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641 DBT技巧訓練手冊: 辯證行為治療教學 瑪莎.林納涵(Marasha M. Linehan)著; 江孟蓉等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6938658 DBT技巧訓練手冊: 辯證行為治療教學 瑪莎.林納涵(Marasha M. Linehan)著; 江孟蓉等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504 影響馬祖: 創會10週年紀念攝影專刊 王敦濤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259 法式浪漫黏土居傢飾界 林玉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10 唱唱跳跳學舞蹈. 1, 跟著泰山去旅行 張寶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327 育美媽媽の超人氣動物甜甜圈 中尾育美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41 我想當一位插畫家 朴香美, 金容希作; 王愛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58 職人親授!超可愛烘焙小餅乾: 跟著人氣洋菓子名店師傅,自製糖霜、冷凍、擠花、果醬等各式幸福小餅乾本橋雅人作;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65 編織幸福!暖心陪伴毛線玩偶 黛娜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96 it's MAI SMOOTHIE: 為日常帶來多一點幸福感的101道夢幻蔬果昔mai kitamur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02 手繪旅行明信片 郭香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19 Detox water純天然維他命水: 風靡紐約、日本的70道罐裝美容行動飲,消脂、排毒,營養滿分莊司泉著;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26 Dear Baby成人舒壓著色本 黃珍繪; 王愛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40 Feltboy's可愛舒壓著色本: 開心塗!貼近你我生活樂趣的著色遊戲崔載光著; 陳詠宸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64 想像力大爆發!孩子的第一堂五感體驗課 Alis Li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連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1

張老師



9789865783471 一看就想畫!暖暖風色鉛筆小物插圖 徐茹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88 做環保玩創意: 52件大人小孩都開心玩的美勞作品黃月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95 甜蜜糖霜餅乾&迷你蛋糕 下迫綾美作;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501 唱唱跳跳學舞蹈. 2, 爸爸媽媽上班去 張寶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518 迷人的瓶中世界!苔蘚植物微景觀 蜜雪兒.莫漢娜, 凱蒂.馬斯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525 可愛又實用的四季花飾立體剪紙技法書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紙藝協會作;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549 用紙板和黏土就能完成的: 袖珍小物119款全圖解朴香美, 張美英作; 李漢娜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602 數學有意思: 墓碑上的數學題 蔡宇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19 逃離死神 林明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26 停不下來的戰士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33 自信的勇氣 沈依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40 我與狼少年的魔幻任務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57 都市少女的海岸歷險記 岑文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64 別做不受歡迎的人生過路人 王佳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71 還魂術 寒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88 現在,活出自己讓心呼吸 黃湘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695 第七極光 Winn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01 原來,愛曾經是離我那麼的近! 沈依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718 父母也會犯錯: 好孩子不是罵出來的! 張婉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6687 荊州楚王陵園出土玉器精粹 張緒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眾志美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6470 SDI乾式防寒衣潛水員課程(學生手冊) 方景翰著 平裝 1

9789868226487 開放水域潛水員教練手冊 方景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102 傳神: 陳啟村雕塑藝術 陳啟村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7944 把生命吃下去 洪湘茹, 李依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707 澎湖五德歐陽氏族譜 歐陽鴻勳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7904 如何寫好報告 王若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642 是思考，還是想太多？寫給年輕人的36堂思考課冀劍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8970 英倫紳士潮: 探索男裝的美好,就從這裡開始 郭仲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船的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祭祀公業澎縣五德歐陽三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捷你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村雕塑工作室



9789862728987 在世界的角落，遇見自己 陳信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083 經濟學人這樣看教育、談人生 周添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182 休日漫遊,臺灣輕旅行 蘋果日報副刊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12 不要輸給風雨: 宮澤賢治詩集 宮澤賢治作; 顧錦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36 正義的效益: 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 熊秉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43 小宅設計的70道法則 伊禮智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50 種子的勝利: 穀物、堅果、果仁、豆類、果核如何征服植物王國,形塑人類歷史索爾.漢森(Thor Hanson)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81 我們這樣改變世界: 賈伯斯、比爾蓋茲與葛洛夫給下一代創業者的五堂必修課大衛.友裴(David B. Yoffie), 麥可.卡沙馬諾(Michael A. Cusumano)著; 李宜懃, 范堯寬, 沈耿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298 恐怖塔驚魂夜 R.L.史坦恩(R.L. Stine)著; 均而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304 怪獸必殺技 R.L.史坦恩(R.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311 精靈少女 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著; 吳警竹, 粘耿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28 效果驚人!: 1:1逆齡步行法 美野田啟二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35 黑色島嶼: 一個外籍資深記者對台灣公民運動的調查性報導寇謐將(J. Michael Cole)著; 李明, 陳雅馨, 劉燕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42 與神合一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Jimmy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59 一次寫出勸敗神文案 威廉.貝瑞(William Barre)著; 吳慧珍, 曹嬿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66 懂了: 療癒是為了讀懂你自己,奇蹟是給相信的人心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80 棉花糖童話 東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397 如果當時相信愛情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34 為什麼出布容易贏?從球賽、股市到選擇題,在未知中輕鬆致勝的20個預測練習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著; 陳儀, 陳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41 工業4.0: 從製造業到「智」造業,下一波產業革命如何顛覆全世界韋康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58 五星級野外露營72道美味自炊料理 小雀陣二監修;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96 超高效心智圖法入門 孫易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02 難道他非死不可 劉育志, 白映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19 數學也可以這樣學 約翰.布雷克伍德(John Blackwood)著; 洪萬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33 10秒之內言之有物的即答思考法 齋藤孝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40 許願請小心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557 木偶驚魂. III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2729564 人的條件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71 數學式思考的技術 小島寬之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88 逃稅者的金庫 埃爾韋.法爾恰尼(Herve Falciani), 安杰羅.閔庫奇(Angelo Mincuzzi)著; 吳若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18 一定做得到！超強藍筆記憶法 相川秀希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25 有一種遺憾只有我們知道 申緣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49 精準的奢華: 臺灣時尚教母馮亞敏的品味經營學馮亞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56 島嶼無戰爭: 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 寇謐將(J. Michael Cole)著; 李明, 劉燕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87 這一次,你該捨不得的是自己 婕咪.瓦克斯曼(Jamye Waxman)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94 用生活常識就能看懂財務報表 林明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700 新多益高分核心字彙: 3000個一定要記住的必考單字尤菊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29717 菁英力: 職場素養進階課 陳嫦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793 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 從女性觀點出發,找到全球經濟困境的解答凱特林.馬歇爾(Katrine Marçal)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042 死了兩次的男人 盧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作; 吳若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154 輕鬆聽音樂,快樂學英文! 邢珮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00161 輕鬆聽音樂,easy學英文! 邢珮珮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4953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814960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7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得昇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啟明



9789865814977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8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113 捷若的故事. 2 捷若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23249 雪梨的麥克思 Stephane Husar文; Mark Sofilas圖 其他 1

9789861823256 蘇格蘭的費歐娜 Mark Graham文; Mark Sofilas圖 其他 1

9789861823263 倫敦的查理 Stephane Husar文; Yannick Robert圖 精裝 1

9789861823270 紐約的莉莉 Jaco, Stephane Husar文; Mylene Rigaudie圖 其他 1

9789861823287 巴黎的瑪莉 Francoise Sabatier-Morel, Isabelle Pellegrini文; Princesse Camcam圖 其他 1

9789861823294 北京的平平 Stephane Husar文; Sun Hsin-Yu圖 其他 1

9789861823300 斯德哥爾摩的伊娃 Isabelle Pellegrini文; Charline Picaed圖 其他 1

9789861823317 東京的美也子 Miho Yamada文; Princesse Camcam圖 其他 1

9789861823324 德里的娜娃妮 Anne Benoit-Renard文; Mylene Rigaudie圖 其他 1

9789861823331 羅馬的保羅 Stephane Husar文; Claire Le Grand圖 其他 1

9789861823348 柏林的菲力 Anke Feuchter文; Elodie Durand圖 其他 1

9789861823355 馬德里的迪亞哥 Dulce Gamonal文; Laurent Audouin圖 其他 1

9789861823362 一起來畫畫: 汽車、飛機和火車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379 一起來畫畫: 蟲蟲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386 一起來畫畫: 恐龍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393 一起來畫畫: 仙女和美人魚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09 一起來畫畫: 農場動物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16 一起來畫畫: 騎士和城堡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捷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思文化



9789861823423 一起來畫畫: 怪物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30 一起來畫畫: 寵物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47 一起來畫畫: 海盜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54 一起來畫畫: 機器人和外星人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61 一起來畫畫: 野生動物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478 一起來畫畫: 海中生物 Mark Bergin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79966 聽你念書的狗狗 今西乃子著; 濱田一男繪;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66 聽你念書的狗狗 今西乃子著; 濱田一男繪;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024 白藜蘆醇的逆齡奇蹟 楊進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246 昆蟲行為觀察記 林義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76 打造最佳的工作場所 朗恩.傅利曼(Ron Friedman)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83 男人和女人的葡萄酒 伊藤博之, 柴田早苗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390 里山生活美食帖: 露營教室X野趣料理 長野修平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06 開始狗狗的肉球診斷吧! 石野孝, 相澤瑪娜著;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20 更年期,好自在 王瑞生, 李德初, 張家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437 胰臟癌: 結合中西醫療、診斷、檢查與調養的保健新知郭世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44 天山巫女. 3, 朱烏之星 菅野雪虫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51 正妹必學的科學課 梅根.安蘭(Megan Amram)作; 好色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68 超意外"食品真相" 渡邊雄二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75 開始貓咪的肉球診斷吧! 石野孝, 相澤瑪娜著;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82 用搭配詞,英文變簡單 黃凱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499 鹿港才子施文炳 林明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505 施並錫: 魅力刀與彩筆誌 康原文; 施並錫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512 享受寵愛、操縱人心的心理法則 清田予紀文字; 南幅俊輔攝影; 楊裴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晨星



9789864430536 最新枕頭健康法: 換枕頭,就能變健康 山田朱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543 子宮頸癌: 從檢查到診斷、後續治療與術後生活的必備知識小田瑞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550 健康喝咖啡: 咖啡有益健康的神奇密碼 王神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574 Cute Cat:來畫貓咪著色書吧,喵- 大衛正宗著 平裝 1

9789864430581 零失敗的果樹栽植法 三輪正幸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598 先知 卡里.紀伯倫(Kahlil Gibrany)著; 綠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04 天山巫女. 4, 夢之白鷺 菅野雪虫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11 拍出好照片的攝影技法 河野鐵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28 超圖解土壤、肥料的基礎知識&不失敗製作法 後藤逸男監修;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35 超圖解堆肥、綠肥的基礎知識&實用製作法 後藤逸男監修;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42 關節使用手冊: 人體關節的使用與保養(圖解版) 陳淵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59 血管年輕,就能延年益壽: 膠原蛋白的血管強健術石井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66 天山巫女. 5, 大地之翼 菅野雪虫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73 南方蔚藍 無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680 漫畫搞懂賽局理論 Pawpaw Poroduction監修; 吳佩瑜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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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30703 卡夫卡變形記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李毓昭譯; 楊宛靜繪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710 解密日常產品成分: 50種產品的組成成分解析以及採訪內幕大公開胡斯托著; 張玲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27 圖解臺灣近代經典公共建築 凌宗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34 金融世界大戰 田中宇作;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41 心譯.般若心經 枡野俊明作; 洪慕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58 貓貓蟲咖波 亞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65 狗勇士首部曲. 6, 風暴來襲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72 椰子生酮飲食代謝法: 促進新陳代謝、提高甲狀腺功能、減掉多餘脂肪布魯斯.菲佛(Bruce Fife)著; 郭珍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789 失智症預防: 中年養成不失智的生活習慣 中谷一泰著;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819 當嘉碧遇見了依莉 嘉碧瑞兒.福特(Gabrielle Ford), 莎拉.湯姆森(Sarah thomson)作; 游裴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826 漫畫搞懂經濟行為心理學 波波工作室作;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840 棘星的風暴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888 戀愛心理學(圖解版) ゆうきゆう監修; 吳依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4395 戲於經、遊於易: 21世紀易經導讀 施純協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6809 難纏.易禪: 爽易爽的智慧 施純協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6816 難纏.易禪: Facebook: 爽易爽的智慧 施純協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8584 跟著奧運級隨隊醫師「跑走」就對了: 燃燒脂肪、改變體態、擺脫三高、避免痠痛,一次解決!葉文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744 用來用去都用這些!: 環遊世界旅遊必備英文會話1200句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751 全民指定,高效衝刺: 英檢中級單字5300 李宇凡, 蔡文宜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768 1800張完全圖解,露營必備料理書! 微微蔡, 楊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775 1460句手指觸控網路時代實用英文會話 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782 1000個手指急用生活英文單字 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8799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50個英文句型 曾韋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805 憑什麼怪咖主宰天下?唯有勇敢當個怪咖,才能改寫歷史、顛覆世界!陳啟鵬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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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2447 做自己基金的主人: 創造理財新世代 劉宗聖, 黃漢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454 經貿老將 兩岸推手: 江丙坤的公僕生涯 李孟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461 駐外憶往: 經濟部商務人員甘苦談 江丙坤等編著; 黃翠娟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7

通契範文教



9789865812478 迢迢入關路: 加入WTO祕辛 呂雪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8497 節日大戰 蕭逸清作; 陳沛珛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510 紅豆綠豆碰: 學習好好玩 林玉瑋文; 謝文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8527 紅豆綠豆碰: 交朋友好好玩 林玉瑋等文; 謝文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8701 問問Why博士: 29個生活科普知識 陳怡璇選編; 謝文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718 貓偵探森林事件簿: 狐狸老闆的數學謎題 陳怡璇選編; 鄭玉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725 「銀髮族玩科學更健康」科普活動活動手冊 王純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732 「專業融入之服務學習模組教材」銀髮族玩科學更健康. 健走篇王純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749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518756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518763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1518770 Hello,華語!(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1518787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518794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18800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518817 Hello,華語!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朱文宇, 陳立芬主編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518824 泡泡龍核吉拉 蕭逸清作; 林芷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831 外婆的味道 黃健琪作; 劉如桂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879 跳岩貓的綠光寶石 王華作; 若凡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886 土地公公要回家 李光福作; BO2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893 這是我的秋千 王文華作; 杜小爾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909 吵架了 王文華作; 蔡季嫻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916 媽媽不見了 王文華作; 陳沛珛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923 小熊的勇敢飛走了 王文華作; 陳志鴻等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康軒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4678 辰龍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685 巳蛇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08 品讀法華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15 品讀金剛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22 品讀地藏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39 品讀藥師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46 京劇六論 馬薇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53 未羊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60 午馬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77 龔和德戲曲文集 龔和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84 李漁考論 黃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791 弋陽腔發展史 蘇子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07 品讀佛遺教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14 品讀圓覺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21 品讀六祖壇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38 明雜劇論題三編 陳貞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45 兩岸戲曲音樂論: 形態.結構.傳播 王耀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52 品讀維摩詰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69 品讀那先比丘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76 品讀南傳法句經 欣如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83 曾國藩<>研究 蔡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890 古人的生活情境 曾小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4906 白居易<>註解 陳香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3

國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0814 春陽金華. 第二期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482 香草精油典藏家 李淳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4093 當代之人 張紫蘭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234093 當代之人 張紫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722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1, 聽力測驗信效度. 2013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216739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2, 閱讀測驗信效度. 2013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216746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3, 口語測驗信效度. 2013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216753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4, 寫作測驗信效度. 2013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216760 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5, 聽力、閱讀測驗信效度. 2013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從容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測會

送存冊數共計：23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茵



9789869105279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米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5293 辭職旅行的意義：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化成更好的人上田莉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89 來-跟毛小孩聊天. 2, 最溫暖的情感在日常 Lesl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6096 Melody的幸福3元素: 閉嘴、放空、微笑 Melody殷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01 剩者為王 落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18 行動小廚房: 燜燒鍋的超好用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25 高調腐女的低調養成 摸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32 左左右右的Happy ABC 左左右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893 達賴喇嘛講授入菩薩行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述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860 告別腰酸背痛 謝霖芬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500 蒂瑪小姐咖啡館 就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009 我愛畫家Color my world 紀晴和插畫.文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陸陸參陸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因子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雪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607 鹿港天后宮老照片專輯 陳仕賢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469 少年新眼光讀經: 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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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206947 Ap school 莊明豐主編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0105 開啟亞伯拉罕的應許 貝林.吉爾福仁(Berin Gilfillan)著; 周曉梅, 周美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0112 開啟亞伯拉罕的應許(簡體字版) 貝林.吉爾福仁(Berin Gilfillan)著; 周曉梅, 周美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902 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閱讀測驗(試題本) 鄭翔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919 全民英檢保證班中級閱讀測驗(含解析) 鄭翔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926 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保證班 陳明華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國度使命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鹿港天后宮



9789869199940 國中英語會考保證班: 文法練習. 基礎篇 齊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9957 國中英語會考保證班: 文法練習. 進階篇 齊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474 逆風奮起: 找回臺灣新希望 呂學樟作 平裝 1

9789861441481 一主法: 會計理論架構新詮釋 羅森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302 偽政時期紙幣圖錄 張明泉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304 企業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5 麥愛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925 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 艾蜜莉.孟德爾(Emily St. John Mendel)著; 吳品儒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8834 中亞之心.烏茲別克 郭麗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臺灣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探極藝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885 國際扶輪3460地區2014-15第37屆地區年會報告書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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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5015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 第三期 施文真等作; 黃子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502 移動中的冥想 Kenneth Chen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434 多益普及高分教室 張秀帆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大學應用外語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被動瑜伽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壽美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扶輪3460區2014-15總監辦事處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22 Caring for our world and others editor in chief Hsiu-Chuan Che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40061 歷史.4, 新史鐸 陳璟瑜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955 音聲、儀式與醫療: 印尼爪哇民俗療癒文化與活動蔡宗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962 爺爺的錶 邱珍琬文; 黃美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979 佛教、女性與媒體再現 陳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6986 四無印譜 劉容臣篆刻 平裝 1

9789868976993 我的老檳城 杜忠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855 光德寺五十年來大事記實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58702 英文生活聽力口說超實用手冊 仲華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人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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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熹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515 不能只怪馬英九 陳博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204 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 滅絕人類的善性(簡體字版)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 朱婉琪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70347 中華三經 (唐)陸羽等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5535 全民登山論壇專文輯. 2015 林金龍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26 臺灣女兒: 閒話摩洛哥 寶玲作 初版 平裝 3

9789868789333 亞得里亞海右岸: 克羅埃西亞前後三國 陳彥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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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登山讀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山國際

華人希望文化



9789863890676 摸金筆記. 5, 九州寶穴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83 摸金筆記. 6, 陰城冥殿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690 神機劉伯溫. 上卷, 天下混戰 張曉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06 神機劉伯溫. 下卷, 指點江山 張曉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13 做人要純真,做事要深沉 公孫龍策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20 禁忌師. 1, 出師在窘途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37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用人做事篇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44 後宮其實很八卦 巫解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51 禁忌師. 2, 校園猛鬼屋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68 摸金筆記. 7, 巫城謎雲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75 摸金筆記. 8, 最終秘密 八方風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82 三國其實很有趣. 1, 董卓亂政 昊天牧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799 三國其實很有趣. 2, 官渡之戰 昊天牧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05 禁忌師. 3, 跳神無極限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12 有點卑鄙不犯法 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29 禁忌師. 4, 陽壽換陰命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36 三國其實很有趣. 3, 赤壁戰爭 昊天牧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43 三國其實很有趣. 4, 三雄鼎立 昊天牧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50 別讓將來的你,瞧不起現在的自己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67 鬼靈報告. 1, 馭鬼之術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74 神奇的曼陀羅蓮花(著色書) 曼陀羅編輯部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81 神秘的曼陀羅花園(著色書) 曼陀羅編輯部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898 鬼靈報告. 2, 鎮道之寶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04 禁忌師. 5, 魯班陰陽書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11 三國其實很有趣. 5, 爭相稱帝 昊天牧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28 三國其實很有趣. 6, 孔明身亡 昊天牧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35 花與巡夜人(著色書) 意林編輯部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42 鬼靈報告. 3, 最高機密 大力金剛掌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59 風水局中局. 上卷, 桃花貴人 林燕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59 風水局中局. 上卷, 桃花貴人 林燕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66 做好準備,等待機會全集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73 厚黑學完全使用手冊. 說話辦事篇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80 用幽默的方式化解衝突全集 文彥博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0997 十九夜. 卷參, 虛幻的牢籠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00 風水局中局. 中卷, 五行大法 林燕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17 風水局中局. 下卷, 尋龍博弈 林燕飛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24 鬼畫符全集: 黑船魘屍.七星棺場 北嶺鬼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31 禁忌師. 6, 絕命大獵殺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1048 尋龍訣: 鬼吹燈之聖泉尋蹤 天下霸唱原著; 御定六壬改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55 把別人的噓聲,當成鼓勵自己的掌聲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62 采薇奔月: 阿Q正傳三部曲 魯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079 朝花夕拾: 阿Q正傳四部曲 魯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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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91093 尋龍訣: 鬼吹燈之撫仙毒蠱 天下霸唱原著; 御定六壬改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09 尋龍訣: 鬼吹燈之湘西疑陵 天下霸唱原著; 御定六壬改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16 尋龍訣: 鬼吹燈之山海妖塚 天下霸唱原著; 御定六壬改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23 西藏魔女. 1, 西藏鎮魔圖 飛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30 西藏魔女. 2, 神秘三眼族 飛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46 西藏魔女. 4, 末代守護者 飛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53 老實人厚黑筆記 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60 尋龍訣. 前傳. 3, 萬屍大會 糖衣古典作 第1版 0 1

9789863891277 尋龍訣. 前傳. 4, 契丹神墓 糖衣古典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84 絕地狼煙. 1, 密宗千佛洞 趙大秀才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91 絕地狼煙. 2, 神秘狼圖騰 趙大秀才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07 三國智. 上卷, 八方風雨 司馬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14 三國智. 下卷, 三雄鼎立 司馬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21 別讓猴子爬到你的肩膀上 王照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38 摸金符之鬼龍傳說 西秦邪少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45 逆鎌者,死神守護. 1, 黃泉花 明日葉mingrye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52 微笑惡魔. 3, 碎片*錯亂的記憶 魔女星火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0772 箭翎紋. 卷壹, 畫妖紫月 宴平樂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89 十九夜. 卷壹, 神秘偵探社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796 夜族繪卷. 參, 妖鳥卷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02 用心追,宅男照樣把正妹 凌雲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19 箭翎紋. 卷貳, 亞爾圖譜 宴平樂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26 用幽默代替沉默 塞德娜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33 十九夜. 卷貳, 幻魔神王 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40 貪食獸.饕餮. 1, 天外降下小狼狗 琉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57 改變心境,就能改變環境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64 噬夢師. 1, 入學鬥技篇 夏天晴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71 箭翎紋. 卷參, 王都處決 宴平樂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888 貪食獸.饕餮. 2, 弟弟什麼的,騷擾起來最棒了! 琉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01 越難過,越需要幽默全集 塞德娜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18 你不能不知道的把妹心理學全集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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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0932 貪食獸.饕餮. 3, 緣分如煙離散聚 琉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49 厚黑聖人曹操. 卷一, 禽獸與人 李師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56 厚黑聖人曹操. 卷二, 絕對奸雄 李師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63 箭翎紋. 卷伍, 太虛閻羅 宴平樂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70 有點奸詐不犯法全集 公孫龍策編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60

普天出版



9789865660987 龍樓妖窟全集 北嶺鬼盜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0994 改變想法,就能改變看法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08 阿Q正傳 魯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15 狂人日記: 阿Q正傳二部曲 魯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22 該放下的時候就放下全集 千江月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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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42646 世界大戰: 火星人全面入侵 H.G.威爾斯作; 黛恩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53 改變心態,就能改變未來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60 噬魂全集: 神鬼爭鋒.神鬼莫測 通吃小墨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77 惡質化物語. VOL.I: 冷面騎士X腹黑變態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42684 微笑惡魔. 1, 契約*前途無「亮」 魔女星火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29 改變心境,就能改變處境全集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36 活學活用讀心術全集 王照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43 放下,才能快樂活在當下全集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311 地學簡明(上下冊合訂本) (清)汪志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328 醫林改錯 (清)王勳臣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84335 宅譜大成 魏青江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2557 隨筆 林英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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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送存冊數共計：34

集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惠文設計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400 有故事的漢字. 親近自然篇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24 陪孩子輕鬆玩故事 余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31 有故事的漢字. 走進生活篇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48 有故事的漢字. 認識萬物篇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62 跟著樂爸來去住一晚 樂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79 青春,疼痛! 饒雪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523 為夢想,踏上荆棘之路也不怕 林慶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308 A study of low-achieving EFL students’ listening learning邱秀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476 兒童戲劇教育: 肢體與聲音口語的創意表現 林玫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483 小人物傳奇體驗與啟示. 22 趙新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483 小人物傳奇體驗與啟示. 22 趙新吉著 初版 平裝 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5892 防衛動員 鮑炳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00 國防科技 謝慶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17 全民國防教育 諸筱榆, 鮑炳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24 領導統御 皮業榮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31 軍事戰史 創世紀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55 全民國防教育 謝慶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6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全民國防 王祺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0

創世紀文化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復文圖書



978986883737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葉秋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8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防政策 蔣才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739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防科技 皮業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72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皮業榮等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7213 阿標的環島騎歷記 洪金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57220 戰爭與藝術 皮業榮, 李佑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6303 領隊實務(含領隊實務、世界史地、觀光資源) 黃榮鵬編著 十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195 回憶 石永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30 告別愛情鬼遮眼 王乾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1878 重置青春 顏振佑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3899 過客 石永芳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200 飲光山房師生書法篆刻展專集 廖雪如, 胡玹禔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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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飲光山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華立圖書



9789865805562 解夢開運2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6541 放下一切衝上36菩薩 和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2669 遊.戲.絲路: 穿越西安大漠行 瑪杜莎, 君如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76 在泰北發現天堂: 清邁.拜城.清萊 葉志輝, 張欣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83 上路以後,我決定信仰旅行 林珈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690 大阪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米多力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06 遇見快車道女孩 劉育志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13 大阪自助超簡單 波嚕, 哩阿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20 醫療崩壞: 烏托邦的實現與幻滅 劉育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737 印度,Incredible! 王睿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44 澳門人的口袋地圖 梁詠怡文; 梁匡民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751 輪子出走: 沒有跨不過去的障礙,只有跨不過去的自己雪兒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406 Slow Calories,Fast Calories: Decoding Weight and Blood Sugar Like Never BeforeSara Tang[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鄉村人商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房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1272 西方憑什麼?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作; 潘勛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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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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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6500 父母教育孩子的魔法棒 華子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36524 20幾歲耐住寂寞,30幾歲打破沉默 李睿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3909 精神科實習手冊 邱照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916 公共衛生營養學 楊淑惠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923 長期照護機構管理 梁亞文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3930 健康促進: 理論與實務 王秀紅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3947 兒科實習手冊 黎小娟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3961 醫護投稿實務一本通: 以SCI期刊為實作範例 林星帆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658 國中資優數學 陳惠民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10665 國中資優理化 王宇資優理化師資群編著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志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765 約翰福音釋義 林賢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772 五經典考 陳勝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8290 銷售收款循環查核: SAP ERP銷售資料分析性複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9272704 鑑識會計查核系列: 反貪腐防制遵循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9789869272711 金融業查核: 行員盜用久未往來帳戶查核實例演練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601 C#腦波儀程式設計實戰手冊 施再繁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080 富不是命定,而是習性使然 狄驤作 增訂版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467 舞青蘇: 夜貓公子愛捉鼠 清楓聆心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218474 鳳歸: 王妃躲貓貓 金大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218498 皇太子的戀愛哲學 原惡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勝宏精密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言館文化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傑克商業自動化



9789869258005 穿越到沒有女人的世界. 1, 獨家新娘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012 穿越到沒有女人的世界. 2, 星際女王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029 穿越到沒有女人的世界. 3, 來自星星的妳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036 王不見王. 1, 圓月觀音 樊落著 平裝 1

9789869258043 本店不接待妖怪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050 傾城毒姬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58074 傾城毒姬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58067 偏偏動心 雲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800 傾城毒姬 秦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065 恩寵的摶麵盆 黃讌嵐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1262 國際關係理論: 社會學派與後實證主義學派的相關理論林宗達著 平裝 1

9789868681279 強權政治: 論美國飛彈防禦對太空軍備管制的挑戰(1996-2012)林宗達著 平裝 1

9789869254007 國際關係理論概論: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相關理論林宗達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412 目標是成功的動力,有夢最美! 潘沅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429 JAPAN最道地生活日語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436 創意是成功的方向: 追求卓越! 潘沅禾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黑門山



9789865753443 我的菜日文. 生活會話篇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53450 輕鬆!簡單!窈窕沒負擔!今年夏天最熱門的瘦身方法王凱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53467 孩子不壞,陪孩子一起長大要做的38件事 許珮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474 別怪人家不甩你: 做事高明,做人更要精明! 葉國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481 我的菜日文: 單字速查手冊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498 掰掰「肉鬆族」: 最簡單的燃脂瘦身法 王凱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504 可不可以不要沮喪?勇敢面對情緒的6種方法 蕭裕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511 萬用日語會話學習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528 生活就是這樣: 前進靠機會,後退靠智慧! 潘沅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535 孩子貪玩不是病: 聰明的家長都應該這麼教! 許珮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0366 20種必吃的養生蔬食 梁瓊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410 親親寶貝小童帽 江梅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427 手編秋冬針織帽 潘美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0922 寂寞的螳螂 楊雨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9220 北蟲草的研究 劉享朗編著 平裝 1

9789868759237 北虫草の研究 劉享朗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享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067 一生的房地產計畫. 中. 基礎篇 胡偉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200 雲創漫遊: 文創職人介紹 黃世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348 我愛書畫簡聰敏. 5 簡聰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309 樂當家庭主夫 黃英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916 鑽石亮晶晶: 林沖 林沖口述; 劉國煒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知識文化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文創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昕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8936 最受歡迎的幽默口才: 每天一堂幽默課 吳月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50 魔鬼說服術: 16個讓人無法說「No」的深層影響力法則孫豆豆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67 生活裡免費的美好滋味 林萬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74 女人25,活出最好的自己 鄭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81 謊言心理學: 左臉比右臉誠實 查爾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8998 攻心術: 22個長勝不敗的心理秘密 丁元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37 跟到壞上司,學到好能力: 壞上司是所好學校 博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44 天下第一詭術: 鬼谷子智慧 夜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51 愛情,不要失去自我: 愛,不將就 鄭絜心編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4668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12, 寫給孩子與人相處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75 用故事教養好孩子. 13, 寫給孩子道德價值的小故事品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82 混社會一定要懂的偽裝術: 職場新人脫胎換「裝」指南四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699 社會如此險惡,你要心理強大: 假如這個世界虧待了你尚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09 公關專家不告訴你的公關溝通技巧 劉義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16 帶隊伍: 將平庸團隊打造成王牌之師 盛安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23 天下第一道術: 老莊之道 慧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30 社交心理學: 提升你的交際魅力100招 宋天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61 混社會必須懂的攻防心術: 看甄嬛學職場生存術健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978 百倍奉還,也要有實力: 半澤直樹的職場生存法則李建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954 消癌關鍵在通不在攻: 秘方大醫董有本「通養全身」的防癌消癌秘技田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961 不怕生病就怕看錯醫生吃錯藥. 上: 從簡單的感冒說起潘德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978 不怕生病就怕看錯醫生吃錯藥. 下: 從被治錯的癌症說起潘德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978 不怕生病就怕看錯醫生吃錯藥. 下: 從被治錯的癌症說起潘德孚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華茂文傳



9789868928985 跟著仁波切一起飛: 缽音中的業力清淨秘密 元丹欽列多吉仁波切傳述; 德蒙多吉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8992 仁波切的缽: 身心脫落的練習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709 身心缽若 元丹欽列多吉仁波切述; 德蒙多吉整理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597 做人的無比智慧 于海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634 大便力: 每天早上觀察馬桶的人不會生病 辨野義己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689 你所相信的,決定了你的人生 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9589 失敗與成功: 心理失敗學 李蜀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33 臺灣公共工程的亂象: 竹三案停滯的真相 李蜀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9688 武則天的甜心女宰相 鹿茗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01 珠江臺商風雲記 胡興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25 拼教育救臺灣 賴正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32 墾丁無雙: 墾丁國家公園替代役傳奇 楊政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49 芳晴集 汪洪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56 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 薛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63 青蔥歲月: 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 安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70 匿光 方仁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87 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 南外紅衛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個案分析喬晞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794 跳脫框架: 給孩子健全的環境 羅月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800 彩繪心靈,法味的饗宴 釋慧開圖.文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817 時間的痕跡 林仕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客思



9789865789824 臺灣牽牛花 潘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808 魂圖之咆哮 nelet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80815 魂圖之咆哮 nelet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80822 魂圖之咆哮 nelet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80839 花郎 聿暘作; 蜜琪繪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204 Lin: 陳艾琳同名寫真書: 關於陳艾琳的十五件事陳艾琳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497 綁架人客的味蕾: 居酒屋開店必備下酒菜TOP150オイ著 平裝 1

9789869240130 夏威夷旅遊通. 大島篇 永田さち子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520 審計學 Randal J. Elder, Mark S. Beasley, Alvin A. Arens作; 戚務君等編譯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9243582 犯罪偵查研究: 理論與實務的對話 張博文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無限迴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萌咩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2853 爵式人生 嚴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31 致,第三者: 原創小說 王珮華工作室製作; 侯紀瑄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55 ishigaki小自由日誌 簡嫚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79 暗夜二重奏: 癮慾EPILOGUE; THE DARK DUET CJ.羅勃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86 對話伍迪艾倫 艾瑞克.雷克斯(Eric Lax)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0893 穴 小山田浩子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16 平靜帶著走: 繁花盛開 安柏.安德森(Amber Ander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23 平靜帶著走: 動物王國 安柏.安德森(Amber Ander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30 平靜帶著走: 繽紛世界 安柏.安德森(Amber Ander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847 平靜帶著走: 熱帶天堂 安柏.安德森(Amber Anderso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1225 護理師考試前衝刺總整理: 微生物免疫學 高久理, 劉棋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379 新編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等合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21409 芳香療法 范姜慧珍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416 食品加工學 林淑瑗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21423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陳肅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492 休閒行銷管理學 潘明珠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539 社會工作概論 古允文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553 公共衛生概論 劉明德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584 化粧品原料學 陳柏翰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591 醫護專用術語 李佩育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614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宋琇鈺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621 德霖通識教育暨跨領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陳士濱等作 平裝 1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格那企業



9789863621638 體育行政概論 邱金松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645 餐飲成本控制 李蓓芬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652 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駱俊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669 餐旅採購 駱俊賢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676 休閒產業分析 蔡招仁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683 導覽解說 張睿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690 實用病理學 蔡志仁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1706 新編兒童福利 馮瑜婷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713 嬰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 邱華慧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720 老人照顧概論 簡慧雯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737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1744 觀光學概論 楊惟涵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751 生命期營養 陳惠欣等合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3621768 膳食計畫與供應 張承晉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775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孫彰良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782 生涯規劃 杜玉卿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799 休閒活動設計 陳文錦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805 旅館管理 黃建超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812 丙級中餐烹調素食技術士技能檢定 溫國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829 醫護生理學 賴明德等合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21836 飲食文化 潘江東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843 實用營養諮詢與教育 鄭裕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850 兒童情緒教育 齊隆鯤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867 食物製備原理與應用 徐阿里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874 休閒人力資源管理 洪毓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881 休閒與運動人力資源管理 洪毓美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1898 休閒概論 彭家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904 臨床營養學理論與實務 李昆霙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911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 陳樹功等合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21928 食品衛生與安全 曾浩洋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1935 新編食品分析與檢驗 楊登傑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942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精選考題) 陳碧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959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重點整理) 陳碧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1980 常用營養師手冊 李惠蓉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1997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5: 全口活動義齒技術學 許慧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000 新護理考試秘笈. 2, 內外科護理學 唐善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2017 社會學概論 周梅雀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048 新編身體檢查與評估 嚴惠宇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116 免疫學 郭加恩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465 臺語歇後孽謔話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2497 手作包基本功: 一次學會裁剪布料&布包縫紉技巧梅谷育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2787 官官相護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794 八字學教科書 何榮柱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022800 純天然無毒清潔術: 妙用小蘇打x檸檬酸x醋 Boutique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2817 Cotton friend手作誌: 絕對高顏值の冬季日常穿搭手帖,時尚感激發!手作服大變身&百搭布包特輯BOUTIQUE社著; 洪鈺惠, 周欣芃,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824 初學者ok!日常的彩繪新美學: 絢幻琉璃彩 張靖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831 優雅大人風的典藏版和風布花 桜居せいこ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848 全圖解-新手&達人必備: 壓布腳縫紉全書 臺灣喜佳公司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1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9789863022855 戀戀法式鄉村風布作: 秀惠老師の幸福系粉色拼布40選周秀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862 我的第一本手縫書 高野紀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2879 Sweet Love指吸快子の粉色系每日布作 指吸快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886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022893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022909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022916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022923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022947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022961 禁咒師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022930 查三世因果自助不求人: 地藏王菩薩占察經修持運用實例解說書黃四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954 翠樓吟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2978 手作好日子!季節の刺繡贈禮計劃: 連續花紋繡VS極致鏤空繡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張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211 宅女飛揚心: 城市收租集 楊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228 創業計畫書: 創業錢圖. 2 張明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818 奔馳在心中的那些事 望Nozom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1801 奔馳在心中的那些事 望Nozomi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超展開編輯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769 導遊領隊完全考照捷徑 蔡必昌等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6860904 幼兒音樂與律動 林朱彥, 張美雲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931 好燙詩刊: 占卜術 煮雪的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914 楷書筆法與偏旁部首基礎教程. 1 吳明昌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802 超驗與象徵: 臺灣新造形藝術展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507 沒用的東西 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38 會飛的手: 秀陶詩選 秀陶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59545 愛的兩國論 鴻鴻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喻超凡數位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魚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煮鳥文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083 翻轉工程數學 喻超凡, 喻超弘, 喻婕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13090 翻轉工程數學 喻超凡, 喻超弘, 喻婕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7358 職場敬業涵養與人際關係 顏士程, 劉明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9037365 基礎數學與微積分 倪簡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037372 悠活大坑創意地圖設計 陳素貞, 林青蓉, 劉瑞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9246613 國際禮儀 顏士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98287 綠色經濟學: 理論、政策與實務 Molly Scott Cato原著; 周賓凰, 徐耀南, 王絹淑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294 採購與供應管理 許振邦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298324 網路行銷特訓教材 趙滿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355 行銷研究: 實務與理論應用 邱志聖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298362 行銷管理 蕭富峰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298409 廉政與治理 余致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416 行銷管理概論 蕭富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98492 網際行銷: e網打盡無限商機 林芬慧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508 中級會計學 洪清和著 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298539 國際貿易實務 蔡孟佳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7298584 新時代的貨幣銀行學概要 李榮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591 客家企業家 江明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621 貨幣銀行學 李榮謙編著 十版增訂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智勝文化



9789577298676 消費者行為 蕭富峰著 再版 其他 1

9789577298751 供應鏈管理: 原理.程序.實務 蘇雄義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8775 廣告修辭新論: 從創意策略到文圖實踐 邱順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8836 海上保險 陳繼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8843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 謝劍平, 林傑宸合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8874 當代金融市場 謝劍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8959 總體經濟學: 理論、政策與個案 謝登隆, 徐繼達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8980 現代商用英文 黃瑪莉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7299048 組織研究方法論文精選 張偉雄, 彭台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055 中級會計學 洪清和著 十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299079 公共價值與跨域治理 汪明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123 系統分析與設計: 理論與實務應用 吳仁和, 林信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299147 電子商務與企業電子化特訓教材 李慶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161 休閒產業の財務管理 杜麗娟, 許秉翔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299178 資訊安全與法律特訓教材 陳振楠, 林永修, 王瑞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215 控制、風險與治理個案實戰 蘇淑美, 陳錦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222 國際金融小辭典 李榮謙, 方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239 經濟學 楊雲明著 再版 其他 1

9789577299291 管理經濟學 方博亮, 林祖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369 資訊管理: e化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 林東清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299383 國際行銷學 于卓民, 巫立宇, 王俊如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468 國際金融 蕭欽篤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7299475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應用 廖勇凱, 楊湘怡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482 現代不動產估價: 理論與實務 賴碧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7299512 資訊管理: 企業創新與價值創造 吳仁和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7299550 財務報表分析: 評價應用 郭敏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574 門市服務: 丙級檢定實戰秘笈: 學科 郭小喬, 楊鳳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604 策略行銷分析: 架構與實務應用 邱志聖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642 現代投資銀行 謝劍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9666 稅務會計 陳志愷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299673 稅務法規 陳志愷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299697 政策分析 徐仁輝, 郭昱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727 新時代の貨幣銀行學概要 李榮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99741 不動產投資管理 林左裕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7299758 行銷企劃: 虛實整合新思維 蕭富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772 理性的非理性: 誰都逃不過的10大心理陷阱 鄭毓凰, 蘇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9802 採購與供應管理 許振邦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297839 動態競爭 陳明哲著; 林豪傑, 喬友慶, 侯勝宗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297877 現代投資銀行 謝劍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297938 廣告學 蕭富峰, 張佩娟, 卓峰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97969 會計報表實務 田美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298065 選擇權: 理論、實務與風險管理 陳威光著 再版 其他 1

9789577298089 不動產投資管理 林左裕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472 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 王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489 臺灣釋教喪葬拔渡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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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81900 管家服務 張梧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1962 職業安全管理與實務 張國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037 整合行銷傳播理論與實務 王全裕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揚智文化



9789862982044 影像的訊息傳播 楊錫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051 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 郭靜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068 南管館閣參與王醮活動研究 黃瑤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075 亞洲音樂 李婧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099 親職教育實務: 家庭、學校與社區關係 郭靜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12 世界旅遊文化與觀光: 世界遺產、節慶、飲食與人文歷史楊明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29 老人居家健康照顧手冊 陳美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136 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彭懷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067 實用物理實驗總覽(全新103課綱、總括高中物理實驗)戴德禮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074 T.O.P.高中數學講義 黃易, 黃峻棋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80081 T.O.P.高中數學講義(103微調課綱) 黃易, 黃峻棋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480098 考前危機解密(社會科) 季子欽, 曾理, 羅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04 指考生物大神通 許仁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11 考前危機解密(數學科) 林俊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128 學測國文大神通: 國學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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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51859 世界泡麵評鑑百科 山本利夫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866 反社會人格者的告白: 善於操控人心、剝削弱點的天才M.E湯瑪士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873 理想的廚房生活: 日式料理研究家,教你日日踏實,簡單不堆積渡邊真紀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880 拉麵之神賞味奧義 石神秀幸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798 PQ定位商數: 職場登峰完全攻略 江緯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智富



9789866151897 和服系乙女: 歲時紀穿搭手帳 松田惠美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43562 Zi Zi吱吱: amazing art story藝術繪本 高韡樺, 李玫媛作 平裝 2

9789867843579 My legend!我的傳奇: amazing art story藝術繪本 高韡樺, 李玫媛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009 銀河光之家族 伊斯塔.安培瑞斯(Ishtar Antaries)著; 空弦, 施博巽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093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20周年紀念特刊 黃翠芬, 徐志輝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5631147 Start-up Taiwan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大學組)作品彙編. 2015楊文廣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154 線上練習平臺與多元教學策略於「程式設計」課程之應用成效施再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192 臨水抄: 夕色之刻 朔荃, 菱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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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紫絳然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喬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凱富生物科技



9789869163040 <>年度典藏特輯最強收錄. 2015年: 首度同步公開日文版CP值超高的蝦蟹料理美味餐廳推薦大人的週末編輯部著; 楊佩璇, 林盈緻, 劉芳英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918 大學物理實驗: 追根究底二十個改變世界的物理實驗黃智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3923 游遍天下旅遊指南工具書(專業級). 2016 游遍天下休閒事業有限公司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046 古今名人命鑑 徐樂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053 血型與運勢 高銘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060 卜卦真傳 林琮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9091 黎氏.後天易數 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00 紫微斗數之迷與悟 張凱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7217 當總統的命格與機緣 福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1661 我們辦公室沒有人管理大解放,自由工作團隊如何創造更高績效權自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753 香草研究室 佐佐木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21 台中有意思 豬飛小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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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揚儀器



9789865751821 台中有意思 豬飛小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852 蔬果好選食: 蔬菜水果這樣吃就對了,挑鮮保存切洗料理,史上收錄數NO. 1的蔬果百科豬股慶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51 Raw Food 裸食主義: 風行歐美裸感食潮，103道不開火也美味的餐桌提案李智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68 東大博士的考試腦: 簡單拿高分,最有效率的科學讀書法池谷裕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75 攝影的思辨: 加與減的關鍵思維與自我練習 史提夫.強森(Steve Johnson)著 平裝 1

9789865751982 倖存的女兒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1999 臺灣秘境溫泉 陳柏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811 名醫500答!50歲後自檢自癒的健康力 東嶋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828 oh!原來閃燈是這樣打的: 小閃燈也能拍出Pro級專業感達斯汀.迪亞茲作; 洪人傑翻譯 平裝 1

9789869233842 Dr.小百合,今天也要堅強啊!催淚、爆笑、溫馨、呆萌的醫院實習生活小百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859 末日邊境: 我們美麗又脆弱的世界 彼得.埃西克(Peter Essick)著; 陳冠吟譯 精裝 1

9789869233866 我知道你愛得很用力，但還是要一巴掌呼醒你 欣西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897 英國兜個圈!劍橋插畫日常.藝遊散步.小鎮探險去廖書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07 飛過天際：55門航空攝影講堂× 機場拍攝全指南Luke Ozawa著;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21 樂高小小世界: 50片積木就OK!大小朋友的樂高創意造型DIY戴樂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76 Oh!原來專業攝影師這樣拍人像 河野英喜等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890 東京親子遊: 大手牽小手,零經驗也能輕鬆上手自助行王晶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45516 文創工作的異想世界. I: 影劇X文字X行銷創意家臧聲遠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5523 文創工作的異想世界. II: 設計X遊戲X動漫創意家臧聲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060 花間人間山海間: 一頁臺北 馬楠旅臺作品集 馬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敦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就業情報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635 加拿大大學介紹及留學指南. 2017 張詠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434 水中風景 三澤遙作; 李柏黎中譯; 廖蕙芬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261 最新文書王：外商顧問奉行的資料製作王道70則吉澤準特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353 商品包裝設計教科書 Nikkei Design著; 劉秀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391 一家悟善: 悟善禪師翻轉徒弟全家人生的四部曲緣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07 微電影製作與行銷這檔事: 從日本成功案例學習YouTube活用法和影片製作法家子史穗, 千崎達也著; 劉秀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14 韓風塗鴉365天: 人氣畫家教你彩繪生動世界 尹憓智, 金知炫, 金昭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21 色鉛筆玩美調色達人: 24色畫出繽紛生活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38 怎麼塗鴉都可愛: Q版插畫搞怪X喜感X創意無限+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45 色鉛筆玩美彩繪: 48色的鮮活體驗 飛樂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52 在畫裡流轉的詩光: Mina's隨彩印象 黃照敏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01469 銀髮爸媽第一次玩Windows 10就上手: 手機x平板x筆電一次就搞定儲昭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76 解構單頁式視覺資訊圖表設計與應用 禹錫晉, 金美利著; 郭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83 色感大躍進: 用色彩玩出驚艷好設計 Kim Jung Hae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490 Apple TV好好玩: 蘋果達人暗藏的Apple TV進擊攻略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詠瑞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9832 Lightroom&Photoshop的數位修圖與印前活用技巧劉長儒, 白乃遠, 曾奕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552 絕讚背景插畫繪製. 3: 以Photoshop描繪的46項景物技法大公開出雲寺ぜんすけ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620 數位學習導論與實務 黃國楨, 蘇俊銘, 陳年興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651 Windows 10極速上手: 全面啟動雲端新視界 江明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675 C++程式設計實務: 立即擁有物件導向設計能力的16堂課榮欽科技, 吳燦銘, 吳惠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682 超實用!人資.行政.總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0699 這樣的Photoshop去背技巧才夠讚!用對的方法來提升作品完成度與效率李金明, 李金榮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705 The Browser Hacker's Handbook駭客攻防聖經 Wade Alcorn, Christian Frichot, Michele Orrù著; 廖信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12 Android 6變形金剛: 最佳化案例開發實戰 柯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29 iOS 9 App程式設計實力超進化實戰攻略: 知名iOS教學部落格AppCoda作家親授實作關鍵技巧讓你不NG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36 數位資訊@多媒體安全與應用 王旭正, 翁麒耀, 黃正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50 Windows 10破天驚: 看不懂不用買的200招以上Windows無痛轉移術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67 忍者: JavaScript開發技巧探秘 John Resig, Bear Bibeault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74 HTML5+CSS3+jQuery Mobile輕鬆打造App與行動網站數位新知, 陳婉凌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781 遊戲設計概論 胡昭民, 吳燦銘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40798 跨視窗尺寸網頁設計實錄: All about RWD(Responsive Web Design)柯霖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811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811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828 3ds Max 2016建模技巧與動畫設計實務 陳志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835 設計模式與遊戲開發的完美結合 蔡昇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842 7天學會Git版本控制 Ferdinando Santacroce著; 吳晧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859 最新HTML5&CSS3語法範例速查辭典 森史憲, 藤本壹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866 超實用!人資.行政.總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2016版)張雯燕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40873 我的程式碼會說話 王洪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880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2016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13

博碩文化



9789864340880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2016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897 培養與鍛鍊程式設計的邏輯腦: 程式設計大賽的解題策略基礎入門江任捷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0910 Arduino物聯網專案實作 Pradeeka Seneviratne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927 App Inventor 2 Android應用開發實務: 正確學會App Inventor開發技巧的16堂課白乃遠, 曾奕霖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804 7天學會大數據資料處理-NoSQL: MongoDB入門與活用黃士嘉, 劉祐賓, 周聖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9369 沉默的中國 畢來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著; 宋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99376 再見吾后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作; 翁德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99383 一代妖后: 潑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奈特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作; 翁德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324 生產良率 翁田山著 1版 其他 1

9789869207331 活用品質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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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7703 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轉型爭辯: 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潘兆民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212 LinkIt ONE智慧電力監控(網路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結構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0

無境文化



9789865629229 LinkIt ONE智慧電力監控(網路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11 Arduino投幣計時器(網路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28 Arduino投幣計時器(網路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35 Ameba 空氣粒子感測裝置設計與開發(MQTT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42 Ameba 空氣粒子感測裝置設計與開發(MQTT篇)(簡體字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8178 濟公活佛慈語. 3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116 正港臺語入門書 胡美津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9781 物理七十二變: 開水中游泳的金魚 陳韋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798 石頭為什麼蹦蹦跳: 我第一本趣味地理人文故事王婕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804 真相不只一個: 世紀文學大師精選輯 鐘雙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811 我的健康怎麼了?改變習慣,立即甩掉惱人毛病! 黃慈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828 星空的自傳: 我的第一本趣味天文故事 王捷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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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善德文化



9789868987425 復興崗新聞人. 一0四年版 李紀岡等採訪撰文; 楊鴻博總編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021 卓蘭大安溪卓蘭孕育之源: 大安溪流之美暨守護河川宣導計畫認知愛溪護流攝影成果 平裝 1

9789869171021 卓蘭大安溪卓蘭孕育之源: 大安溪流之美暨守護河川宣導計畫認知愛溪護流攝影成果 平裝 1

9789869171038 卓蘭大安溪卓蘭孕育之源: 大安溪流之美暨守護河川宣導計畫認識大安溪寫生創作成果 平裝 1

9789869171038 卓蘭大安溪卓蘭孕育之源: 大安溪流之美暨守護河川宣導計畫認識大安溪寫生創作成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762 當生活有沉香: 織香成裳 孟遠承, 吳國才, 宋玉豐責任編輯 精裝 1

9789869043779 書畫. 2015 書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4657 怪咖少女事件簿. 5, 專欄作家奮鬥記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6104664 福氣烘焙坊. 3, 魔法甜品工廠 凱薩琳.利特伍(Kathryn Littlewood)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71 戀戀銅鑼燒 多利安助川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88 細數生命中的小奇蹟 荷莉.戈柏.史隆(Holly Goldberg Sloan)著; 顏湘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695 怪咖少女事件簿. 6, 追愛少女向前衝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701 遜咖日記: 往日情懷 Jeff Kinney作; 賴慈芸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識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羅文化公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8646 兒童行為輔導 Marjorie V. Fields, Patricia A. Merritt, Deborah M. Fields作; 廖淑台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075 創造力的研究與實踐 潘裕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082 兒童發展 顏士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105 特殊教育導論: 特殊的學習者 Daniel P. Hallahan, James M. Kauffman, Paige C. Pullen作作; 張正芬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112 幼兒園教材教法 鄭博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129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鄭博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136 溝通障礙導論: 以實證本位觀點為導向 Robert E.Owens, Dale Evan Metz, Kimberly A. Farinella作; 錡寶香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143 學齡前病弱兒的生命教育: 家庭本位支持之評估與互動遊戲曹純瓊, 朱伶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150 繪本科學課: 用繪本引導K-5兒童探究科學 Emily Morgan, Karen Ansberry作; 劉淑雯等譯 平裝 1

9789864470167 嗓音與嗓音治療 Daniel R. Boone等作; 王南梅等譯 平裝 1

9789864470174 嬰幼兒說話訓練 林妮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181 整體性嗓音輔導臨床手冊 歐陽來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70198 頭頸部疾病言語與吞咽障礙臨床康復治療(簡體字版)歐陽來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04 現代幼兒教育 George S. Morrison作; 鄭芳珠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211 醫護術語 Davi-Ellen Chabner原作; 林素戎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4470228 林融慕中英文詩集: 也是鄉愁 林融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35 臺灣地區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研究 羅明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42 金字塔模式教學: 針對高功能自閉症類群障礙者設計完整介入的架構Ruth Aspy, Barry G. Grossman合著; 田凱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59 在角落尋找珍貴的夢想 邱志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66 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 顏士程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73 學習障礙與補救教學教材教法 Sharon R. Vaughn, Candace S. Bos作; 胡永崇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297 輔助科技在特珠教育之運用 Gayl Bowser, Penny Reed作; 林素貞, 吳佩芳, 蔡欣玶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470303 華語構音與音韻障礙學 童寶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310 重度障礙教學 David L. Westling, Lise Fox, Erik W. Carter作; 莊妙芬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腳丫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7864 自皂幸福 愛美麗, 貝尼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6182 傳統好味道: 溫師傅上菜 溫國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6199 孟老師的戚風蛋糕 孟兆慶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6519 爺兒好孕到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26 爺兒露醫手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33 爺兒守婦道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40 終生妻約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57 完食大主廚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64 愛妻借個窩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71 嬌妻似錢鼠 子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88 成親靠狗運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595 嬌寵大貓妻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01 逃妻家中坐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18 貴公子的計謀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25 真愛闖空門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32 廚娘小王妃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49 大貓將軍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56 狼御史的心機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63 過期男神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月文化



9789862886670 債主的私房事 桐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6687 欽點公公度春宵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330 寶寶聽故事: 共讀好好玩,用繪本啟動孩子的閱讀力謝明芳, 盧怡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354 善用獎懲的教養新配方 楊順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706 認識閥門 鉅仁企業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744 簡單才是經典!自己作35款開心背著走的手作布包BOUTIQUE-SHA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768 可愛限定!KIM'S 3D不織布動物遊樂園 異想熊.K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775 大人&小孩都會縫の90款馬卡龍可愛吊飾 Boutique-Sha著; 莊琇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07782 家家酒開店指南: 不織布の幸福料理日誌 BOUTIQUE-SHA著; 吳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799 花.葉.果實の立體刺繡BOOK: 以鐵絲勾勒輪廓,繡製出漸層色彩的立體花朵。アトリエ Fil著; 詹鎧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503 黏土x環氧樹脂.袖珍食物&微型店舖230 大野幸子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4913 工程經濟與財務管理 葉怡成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鉅仁企業



9789577054920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謝仰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937 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 臺灣現況與展望建言. 2015李堅明等作; 黃書禮, 李叢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944 建築物室內裝修法規 陳泓文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054951 簡單搞懂建築設備 菊地至著; 邱榮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968 建築物裝修隔間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4975 營建法令輯要. 104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4982 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建築設計施工編105年版)陳啟中等合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901 自助遊一本就GO!玩遍日本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18 糖尿病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醫點靈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0925 (彩圖版)圖解長短經(反經)大全 (唐)趙蕤原著; 向回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703 桌遊助人趣 李正源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521 悅讀: 淡水河岸的學習記事 潘蓬彬主編 平裝 1

9789868748538 淡水社區大學校園之美 潘蓬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水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雷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天鵝堡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604 The sunderland. volume one, schism by Jon Renzella, Eric Weiss 1st ed. 平裝 1 1

9789869167604 The sunderland. volume one, schism by Jon Renzella, Eric Weiss 1st ed. 平裝 1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707 充滿神同在的人生 梁瓊月著 一版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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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20019 永樂大典 (明)姚廣孝, 解縉等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398 Taiwan/Korea/Japan joint meeting on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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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生命全人醫治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9789869257404 曙光5顆星紀念專輯 楊昆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814 耕雅書會作品集 曾壽麟, 何瑞珠, 黃棋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809 我們家 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21 黎明前說我愛你 彼得.加多斯(Peter Gardos)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38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最終 杉作, 杉崎守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52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69 暗夜裡的泳者 約金.桑德(Joakim Zander)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9776 你有看見嗎? 劉瑞琪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3402 我一直在這裡 克萊爾.艾薇(Clélie AVIT)著; 邱瑞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8136 狗狗心裡的話 阿內菈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150 吃對保健食品. 2: 江守山醫師教你聰明吃天然保健品江守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174 綠色交通: 慢活.友善.永續: 以人為本的運輸環境,讓城市更流暢、生活更精采張學孔, 張馨文, 陳雅雯撰文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耕雅書會



9789869060233 福爾摩莎詩選 李魁賢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0233 福爾摩莎詩選 李魁賢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117 出頭天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124 飛越地中海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91961 孩子功課不好怎麼辦? 克里斯多夫.艾希洪(Christoph Eichho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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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10356 鎖住美味: 鑄鐵鍋多蔬料理 ワタナべマキ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48 12名廚法.義.中.日 全餐設計構築 永瀨正人編著;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55 漫步花徑 瑞昇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62 世界絕美機場蒐藏 株式会社工クスナレッヅ編著;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79 狗狗與我們同住,舒適又自在 愛犬家住宅編著;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486 美胸棉花糖計劃 戶瀨恭子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10493 菜要這樣切,才能煮出好味道 脇雅世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09 掌握骨骼!最科學馬拉松優勝完跑 鈴木清和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16 子宮粉紅色保養Lesson 藤原亞季作; 林家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23 世界絕美宮殿蒐藏 中島智章監修;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30 圖解肌肉與關節: 運動.結構.保健 川島敏生作;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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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圓明工作室



9789864010547 LOVE & SEX浪漫兩人的療慾料理 庄司智子作; 蔣佳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54 輕醃蔬菜玻璃罐 庄司泉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61 戰國諸葛 竹中半兵衛 八尋舜右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78 大田忠道親授!日本料理入門課 大田忠道著; 高詹燦,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85 卡內基人際溝通魔法(易讀漫畫版) 藤屋伸二監修; nev漫畫;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592 真的簡單!第一次就烤出香濃磅蛋糕 熊谷裕子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08 奶油減量也OK!好吃甜點巧思技法 菊地賢一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15 Cafe Bash濾紙式手沖咖啡萃取技術 田口護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22 10大名店戀戀法式小甜點 永瀨正人編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39 毒你: 化粧品與清潔用品的真相 梁楊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46 誘人蛋糕的裝飾魔法 熊谷裕子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53 學會用簡單器材拍攝商業作品 長谷川修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60 COFFEE STAND新型態咖啡站的開業經營訣竅 力フエ& レストラン編集部編著;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84 泰米斯之劍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691 一秒圖解!最強潛意識啟動技巧 植西聰著; 林家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07 3D列印的提案、建模和行銷 足立昌彥等著;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14 頂尖甜點師的磅蛋糕自信作 旭屋出版書籍編集部編著; 張華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21 新手的魚料理筆記 煎煮炸烤蒸! 高漥美穗子作; 余明村,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38 無效醫療拒絕論 室井一辰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45 腸按摩專家破解錯誤百出的腸道知識 水上健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52 塗抹+可食用!椰子油,名模凍齡的神奇秘密 日比野佐和子監修;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776 5種奶油霜: 做出綿密順口的蛋糕 熊谷裕子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312 正統葛森自癒全攻略: 擊敗癌症及其它慢性病 夏綠蒂.葛森(Charlotte Gerson), 貝塔.比莎(Beata Bishop)原作; 宋寶莉, 施派克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意念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178 我的小笛子. II 陳麗如主編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311 臺灣兒童戲劇的興起與發展史論(1945-2010) 陳晞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399441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 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再版 精裝 1

9789577399557 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 李小榮著 初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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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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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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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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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99588 左傳戰國策研究 郭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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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99595 中國詩學體系論 陳良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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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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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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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芽音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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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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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99656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二輯 李小榮等著;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577399717 文藝學方法通論 趙憲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31 十韻彙編研究 葉鍵得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399748 默默守護著你: 疼惜臺灣半世紀的劉一鋒神父 謝明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48 默默守護著你: 疼惜臺灣半世紀的劉一鋒神父 謝明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55 比較文學與臺灣文本閱讀 古添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62 形聲字研究與教學 胡雲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79 中國思想史概論 吳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786 岫安吟稿. 第一集 林雲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09 三峽九歌 斯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16 觀念與味道: 中國思想文獻中的概念譬喻管窺 周玟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823 珠三角水上族群的語言承傳和文化變遷 馮國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8109 腳踏中西,依稀猶學術: 一位自由人的政治文化評論廖中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014 辣手篇章照初心: 一名獨立思考者的海外觀察 廖中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620 靜思花道 釋德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637 靜思花道 釋德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699 雲淡風清 閻雲著; 趙慧珍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712 俠女醫師的閱讀夢 吳惠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729 佛眼凝望的尼泊爾 李秀玲, 呂祥芳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736 誠情之愛: 守護生命無止盡 臺北慈濟醫院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45

經典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167 地熱: 閱讀札記. II 楊照著 精裝 1

9789869206174 縫 張耀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45686 物權通則.所有權章: 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045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畫解難題 陸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120 憲法與行政法: 畫解難題 孫侓,杜楓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168 袁翟老師開講: 法律倫理: 好 袁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175 民法: 金鑰 伊歐, 陳者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182 3Q 智慧財產權法: 破題書 施律師, 黃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12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海洋法: Wide and Broad 名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29 刑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236 與民法有約 解題趣. 總則篇 苗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43 莫穎老師開講: 刑事訴訟法: 潮 莫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250 海洋法: 破題書 林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67 3Q民法總則: 破題書 常揚, 鮑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74 刑法: 解題快捷鍵 陳介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281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311 警專入學考試: 國文重點速記 金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328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組） 保成名師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335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342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保成



9789862448359 警察特考: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366 民法(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373 司法特考: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380 魁猜: 二試必爭 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397 民法概要 常揚, 鮑伯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403 民法概要: 體系表 常揚, 鮑伯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427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8441 3Q勞動社會法破題書 季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458 民法總則 常揚, 鮑伯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465 警專入學考試: 中外歷史重點速記 尤義斯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472 行政法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8489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496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保成法學苑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502 攻略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519 攻略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526 法研所試題解析. 104 保成法研所編著小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533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540 矯正暨觀護法典 霍華德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8557 警專入學考試: 1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李安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564 司法特考: 英文關鍵讀本 郭政一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588 攻略大法官解釋 保成法學苑編著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595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 李安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601 黎民老師開講: 強制執行法-順 黎民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618 警專入學考試: 英文重點速記 吳狄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625 國考三.四等: 4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2448656 犯罪學 王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663 行政法.寶: 終極十講 李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670 一般消防警察四等: 題庫一本go 保成名師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687 警專入學考試: 中外地理重點速記 賀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694 80/20法則 刑法分/爭1次解決. 總則篇 柳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717 警察政策 紀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731 一般行政警察四等: 題庫一本go 保成名師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755 警察特考法學緒論: 快速記憶奪分關鍵 程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762 監獄行刑法 霍華德, 陳學毅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779 老師開講: 民法物權(通則、所有權、抵押權); 褀陳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786 易解 法院組織法( 題庫) 林沛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8793 警察法規新論2.0 程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448809 警專入學考試: 數學重點速記 張東萍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816 救試: 錄事.庭務員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823 國際公法 程顥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8830 民事訴訟法金鑰(申論題庫) 何臻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8847 其實你可以不用找律師 盧凱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854 警察考試法典 程譯, 保成法學苑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861 監獄學 王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878 物權通則.所有權章: 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8892 民事訴訟法概要 趙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8908 救試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8915 刑事訴訟法大意: 完全攻略 楊律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8939 原來,國家考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上榜生必備的17種習慣保成文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939 原來,國家考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上榜生必備的17種習慣保成文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946 普通物理學概要與普通化學概要 張力升, 陳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8953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 許願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8960 救試 監獄官、監所管理員歷解 霍華德, 湯瑪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8977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 董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977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 董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8984 民法總則: 訣 廖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004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王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004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王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011 行政法(測驗題庫) 林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028 行政法(測驗題庫)(高普特考) 林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035 救試 書記官歷解 保成名師聯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9042 老師開講 智慧財產權法(科) 裴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9066 民事訴訟法體系表 趙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073 刑事訴訟法概要: 體系表 許睿元, 許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080 蕭雄老師開講: 公司法-伏 蕭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097 前進警大(特考)重點+題庫雙效四合一 程譯, 保成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103 警察學 紀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110 王齊.于亮老師開講 行政法: 鬥 于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134 國考英文 英銘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141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Minsanity 名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9158 易解 刑法概要(題庫)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165 刑法(含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172 3Q 刑法總則-破題書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189 80/20法則 刑法分/爭1次解決. 分則篇 柳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196 擔保物權法: 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9202 民事訴訟法大意(完全攻略) 趙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226 3Q 刑事訴訟法 破題書 紀綱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240 攻略大法官解釋體系地圖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9257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9271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9288 攻略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9295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449301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318 作對的選擇 讓民法說話 常揚, 鮑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363 救試-司法官.律師歷解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370 易解 犯罪學(題庫) 王霏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394 老師開講 智慧財產權法新論: 道 楊廣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400 老師開講: 保險法: 攻 廖毅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400 老師開講: 保險法: 攻 廖毅編 一版 平裝 3

9789862449424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9448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3791 日常老和尚新世紀的生命觀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093807 佛法與教育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3814 宗旨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3821 學佛次第十二講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93838 學佛次第十二講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93852 <>簡介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3869 義工精神 日常老和尚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第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517 無所不能的靈擺占卜: 找尋失物、預測解惑、檢測食物、能量治療、溝通潛意識......你的靈擺全部辦得到!席格.隆格倫(Sig Lonegren)著; 海格夫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531 你人生的終極計畫: 改變個人程式設定，一次逆轉人生，讓你活出真心渴望的生活珍妮佛.霍華德(Jennifer Howard)著;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548 薩滿與另一個世界的相遇: 從洞穴進入宇宙的意識旅程麥可.哈納(Michael Harner)著; 達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3555 我有話，要對你說: 來自108動物同伴的愛&療癒林怡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05

送存冊數共計：111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星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1600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歷屆考題精解. 103-104年 高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662 臺灣海洋文化與海洋觀光: 台灣經驗之分析 林谷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785 臺電雇員試題大補帖(電類). 2016(90-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792 臺電雇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類). 2016(90-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808 英文考題精解. 104年 葛瑞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815 臺電雇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 2016(90-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822 計算機概論考題精解(商). 104年 洪逸, 劉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846 領隊導遊: 考照奪分秘笈 鐘大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853 消防學 陳弘毅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1853 消防學 陳弘毅編著 七版 平裝 2

9789863451860 多層次分析理論、方法與實務 謝俊義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5187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 2016(102-104年試題)孫廷, 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89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16(99-104年試題)張碩, 韓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1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 2016(102-104年試題)李祥, 林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3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 2016(102-104年試題)莊伯, 施宇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45 防火管理複訓教材 消防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1952 創業實務 桂世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69 試題大補帖: 電子儀表概要. 2016(99-104年試題)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76 試題大補帖: 輸配電學概要. 2016(99-104年試題) 李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83 試題大補帖: 半導體工程. 2016(99-104年試題)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1990 試題大補貼: 電磁學(99-104年試題) 李長綱,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003 試題大補帖: 電力系統. 2016(100-104年試題) 李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027 試題大補帖: 電子學. 2016(103-104試題) 李元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034 高普特考講重點電子儀表概要 余宏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2041 永續發展: 環境治理的個案分析 宋興洲等著 平裝 1

978986345205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016(102-104年試題)程逸編著 初版 平裝 1

鼎茂圖書



9789863452065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路學). 2016(102-104年試題)劉承, 張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207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 2016(101-104年試題)劉逸, 洪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2089 銀行考試試題大補帖(金融類)共同+專業. 2016(104年試題)謝玹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096 總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0955 企劃案撰寫: 理論與案例 戴國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097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 2016(100-104年試題)余宏, 陳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8120 我國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廖顯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8380 掌握行銷新趨勢你不可不知的網站流量分析 鄭江宇, 張佳榮, 黃哲彥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1692 大藏津要: 阿含部 常律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188616 大藏津要: 阿含部 常律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188623 法界眾生的力量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623 法界眾生的力量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630 悲智雙運看人間. 第三集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647 佛學Q&A精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159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1冊 1

9789868734166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唐人亞太電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3

新頁圖書



9789868734173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3冊 1

9789868734180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4冊 1

9789868734197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245807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245814 悠遊字在. 2 「悠遊字在」編輯小組著 第一版第二刷 其他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30601 您可以不用老這麼快 王國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6787 國防部長俞大維 陳漢廷, 羅順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5483 除你之外 席慕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35483 除你之外 席慕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335063 即使如此,貓還是要聞風的味道 春野宵子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070 法國廚神西蒙上菜: 50道經典食譜,50個獨門秘技,QR Code影片示範貝爾通.西蒙(Bertrand Simon)著; 范兆延翻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5087 邊境臺商 黃國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629 有些人就是該死 彼得.史汪森(Peter Swanson)著; 王敏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636 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姚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636 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姚立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643 贏家早就下班了: 66個讓你穩贏不輸的工作術 馬丁.皮耶奧古(Martin Bjergegaard), 喬丹.米爾恩(Jordan Milne)作; 范兆延譯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7

愛書人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記文學



9789861335650 媽啊,一下迷路一下爆走 米米文字; 迷路繪圖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667 繼承者的婚約 艾咪.英格爾(Amy Engel)著; 吳品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1335681 詩的世界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698 德,意志 鄭華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698 德,意志 鄭華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0794 填色時光: 天堂鳥 Marica Zotti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00 填色時光: 生命之樹 Marica Zotti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817 填色時光: 尋夢花園 Marica Zotti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992 世界絕美住宅解剖圖鑑 中山繁信等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05 1/700新造艦技術大全 Takumi明春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12 透視人體: 解剖生理學 石田秀行監修;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29 皮革工藝. vol.27, 皮縫手拿包 高橋矩彥編集;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36 蓮花莊 群陽子作; 林馡如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71081 BITCH的使用說明書 英文表現研究會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42 冬季仙境 Paper, Clot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59 皮革工藝. vol.28, 長夾300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66 維也納菓子工坊 高橋矩彥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73 ABS鑽石六塊肌 丹尼・卡瓦德羅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80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東京 昭文社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197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京都 昭文社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03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北海道 昭文社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10 美女與野獸 李載銀作; 魏嘉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27 圖解戰鬥機空戰戰術技法 毒島刀也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34 天然風 手作布衣書 勝山俊光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71241 水底世界 Anastasia Catris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58 熱帶天堂 Anastasia Catris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65 百鳥樂園 Anastasia Catris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72 愛麗絲夢遊奇境 典藏著色書 約翰.田尼爾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43 向野早苗的優雅系每日拼布 向野早苗作; 蘇月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89 日本首席建築師的私宅裝修教科書 佐川旭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296 皮革工藝. vol.29, 隨身手提包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02 和韓國人氣部落客玩插畫! feltboy作;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19 日本名勝解剖圖鑑 studiowork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26 沖一杯好咖啡 都形秀作; 馮燕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33 圖解特種部隊 大波篤司作; 張詠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40 軍服至上!世界軍服繪製講座 Col.Ayabe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57 看似不起眼的細節會決定你的異性緣! 木原誠太郎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64 超級漫畫百科5000例. 美少女篇 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371 村上海賊的女兒 和田竜作; 劉格安,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771388 村上海賊的女兒 和田竜作; 劉格安,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771401 沖繩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昭文社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18 神戶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昭文社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25 京都食手帖 暮らす旅舍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56 愛上烘焙小點心 朴允英作; 魏嘉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63 人生絕對有辦法! 水野敬也, 長沼直樹作; 張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470 創造奇蹟的9大正向思考之道! 古川武士作;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804 泥土 胡一之等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1

落差草原WWWW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907 煥軒書會作品集 阮威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75613 HTML5跨平臺遊戲設計不設限: 從入門到超人氣遊戲的修鍊實戰白乃遠, 吳苑瑜, 曾奕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6696 Flash動畫設計標準教科書 白乃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7822 PMP專案管理認證手冊 Kim Heldman原著; 褚曉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7877 USB3.1完全開發手冊 Jan Axelson原著; 陳乃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010 Dreamweaver與PHP+MySQL+jQuery Moblie互動網站程式設計林梓涵, 謝雨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02 網路架設乙級技能檢定術科 郎宏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140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256 免費架站王Weebly: 就算一般人也可以快速打造專業級網站!文淵閣工作室編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263 Raspberry Pi最佳入門與實戰應用 柯博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78348 實戰C語言: 增訂TQC+C程式語言認證模擬試題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09 Visual C# 2015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23 Excel高手捷徑: 既快速又專業的不傳技法大公開聶春霞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30 認識虛擬化技術的第一本書 高岡将, 高添修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47 Google雲端辦公室 張逾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54 資料庫系統應用開發的10堂課: 使用Visual Basic陳鴻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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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3478577 用數位與網路行銷賺更多 劉奶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584 Speaking JavaScript簡明完整的JS精要指南 Axel Rauschmayer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591 JavaScript之美: 聽頂尖程式設計師闡述他們的思維Anton Kovalyov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607 Swift程式設計範例經典: 讓您設計出專業級的iOS&OS X應用程式Paul J. Deitel, Harvey Deitel原著; 林耕溥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冊數共計：2

煥軒書會



9789863478621 電子商務: 雲端時代 劉文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8652 鳥哥的Linux私房菜. 基礎學習篇 鳥哥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78676 Excel 2016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 楊世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683 Peter Rabbit彼得兔經典珍藏版(世界童話名著中英雙語讀本X典藏著色畫本)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78706 深入淺出JavaScript程式設計 Eric T. Freeman, Elisabeth Robson原著; 蔣大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13 黑白花意: 秘密花園裡的87款絕美花之繪 賴舒婷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20 簡單畫生活: 用素描、色鉛筆、水彩遇見幸福 李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3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105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44 CSS Secrets中文版: 解決網頁設計問題的有效秘訣Lea Verou原著; 鄭巧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51 Minecraft模組設計: 使用Java建立酷炫好玩的模組Arun Gupta, Aditya Gupta原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68 Visual Basic 2015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82 Office 2016幫幫忙 恆盛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799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EI Capitan對應版) 蘋果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812 網站入侵現場鑑證實錄 林俊賢, 莊明雄, 羅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829 當猛虎遇上Android: 一手掌握Android App程式開發與設計段維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850 會計事務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874 個人資料保護法釋義與實務: 如何面臨個資保護的新時代劉佐國, 李世德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7888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35 Android 6-5.x App開發教戰手冊: 使用Android Studio黃彬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898 iOS9+Apple Watch程式設計實戰 朱克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28 Flash動畫設計標準教科書 白乃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8942 TQC+Flash動畫設計認證指南: Flash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959 TQC+編排設計認證指南InDesign C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8980 行動與無線通訊 顏春煌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79024 SolidWorks超強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 邱聰倚,姚家琦,吳綉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031 楊比比的風景攝影後製專修: Camera Raw一步到位的關鍵技法楊比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048 iOS Swift遊戲程式開發錦囊妙計 Jonathon Manning, Paris Buttfield-Addison原著; 陳仁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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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3479130 PADS電路板設計實用級能力認證學術科 林義楠, 李智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147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適用v.b.2010-v.b.2013)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154 Visual C# 2015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178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4.6完美入門 奚江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08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105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15 實戰Webduino: 物聯網開發x智慧家居應用x自走車Webduino開發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22 跟我學Windows 10-影音加值版 郭姮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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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284 隨手翻,秒懂Lightroom Scott Kelby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30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79529 Dreamweaver與PHP+MySQL+jQuery Moblie互動網站程式設計林梓涵, 謝雨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536 網路架設乙級技能檢定術科 郎宏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543 Excel 2016統計分析實務: 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 楊世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550 會聲會影X8創新影音剪輯實戰錄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567 Swift程式設計範例經典: 讓您設計出專業級的iOS&OS X應用程式Paul J. Deitel, Harvey Deitel原著; 林耕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574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833 網拍商品人氣鍊金術 陳志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840 網站入侵現場鑑證實錄 林俊賢, 莊明雄, 羅國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85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105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864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4.6完美入門 奚江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871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5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888 鳥哥的Linux私房菜. 基礎學習篇 鳥哥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47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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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9901 用Arduino全面打造物聯網 孫駿榮, 蘇海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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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79925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電腦活用妙招文淵閣工作室編者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932 一次學會Revit 2016: Architecture.MEP.Structure 倪文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949 實戰Webduino：物聯網開發x智慧家居應用x自走車Webduino開發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956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105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963 LINE原創貼圖自己畫｜有趣又能創造角色經濟，行銷全世界也easy！漂漂老師/蔡雅琦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7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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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479994 Kali Linux滲透測試工具 陳明照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0008 就這樣愛上iPhone 6S/iPad與iOS 9:粉輕鬆玩透必備200技蘋果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015 跟我學Office 2016: 盡情體驗Office雲端應用 江高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807 偶的水晶宮 張月娥文字; 鍾淑婷插畫 平裝 1

9789869274814 偶的火雲洞 張月娥文字; 鍾淑婷插畫 平裝 1

9789869274821 偶的密勒日巴 張月娥文字; 鍾淑婷插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7356 側掛潛水入門 國際潛水事業集團總企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1356 財富管理: 基礎入門與案例實作 林容竹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417 公司治理 賴鈺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424 稅務會計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5761431 財務管理: 休閒時尚產業 方國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448 保險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 許文彥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1455 實用會計學概要 馬君梅等著 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82

雷神樂活偶創藝術村



9789865761455 實用會計學概要 馬君梅等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61486 期貨與選擇權原理 陳威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493 基金管理學 李顯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509 資料採礦分析Excel實例應用 謝邦昌, 鄭宇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516 財務工程: 財務評價與風險管理的科學及技巧 呂瑞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523 會展管理概論 錢士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530 程式交易: 平臺開發方法與實務 許江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61547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61554 財務管理個案: 策略與分析(系列三) 鍾惠民, 王燈山, 邱敬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561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578 企業併購: 國際觀點 林正寶, 謝銘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585 管理心理學 鄭芬姬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61592 人際關係與溝通 鄭芬姬, 王盛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608 財務軟體應用 姜堯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61615 國際金融與匯兌 徐俊明, 黃原桂著 6版 其他 1

9789865761622 保險學: 理論與實務 廖述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639 保險學原理 廖述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624 考必勝英文克漏字綜合測驗 陳美美, 許立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631 考必勝英文閱讀測驗 陳美美, 許立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358 聖心華願. 第二輯 柯啟堂, 聖華月刊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瑞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華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185 勞動法 李洙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15 論成道靈魂飛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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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941642 新營養師精華. 四, 公衛營養學 陳冠如作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461 We Sing We go. 2 Bonie Li[編] 其他 1

9789576084478 香蕉阿奇 謝明芳文; 何雲姿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6084485 冬冬的落葉 謝明芳文; 許文綺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6084508 香蕉阿奇 謝明芳文; 何雲姿圖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6084515 冬冬的落葉 謝明芳文; 許文綺圖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嗨森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9789869274302 風雪二刀流 施百俊原著; 張重金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4390 PhoneGap+Node.js整合實作!用Javascript做出跨平台手機和雲端運用彭祖乙, 巫孟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37 密技偷偷報. (密)字第柒拾陸號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44 iPhone6地表最強密技大集合 PCuSER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51 跟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學做Excel圖表: 如何規劃讓客戶一目了然的商業圖解報表簡倍祥, 葛瑩, 林佩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68 LINE即時行銷好點子: 認識到認同、消息轉消費,最有效的依「賴」行銷手法攻略權自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75 Word、Excel、PowerPoint強效精攻500招(超實用增量版)PCuSER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94482 Samsung GALAXY S6 & S6 edge完全活用技法200+PCuSER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499 Andriod地表最強密技超級精選 電腦玩物站長, PCuSER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05 密技偷偷報年度精悍練功版Ver6.0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12 Excel 職場新人300招: 函數、圖表、報表、數據整理有訞竅,原來這樣做會更快!賈婷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29 攝影人的Photoshop速效修圖技巧集119+(附範例光碟)張光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94536 Samsung GALAZXY Note5完全活用技法200+ 阿祥, 3C布政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43 攝影本事: 小道具做出大場景,人像拍攝的100種創意變化薛名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50 地表最強Windows 10完全攻略!: 升級、設定、優化、問題排除,高手活用技巧速學實戰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67 iPhone 6S+iOS 9達人揭密!: 新招進化X活用技巧無限大公開呂哲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74 第一次玩空拍機黛攻略: 飛行、攝影、場地、挑選,一入門馬上變玩家CoolFly酷飛多軸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598 地表最強i Phone 6S嚴選密技超級攻略200+ 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940 秒殺Windows 7快速入門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30957 精彩AutoCAD 2014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人文化



9789869230964 精通SolidWorks 2013.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230971 AutoCAD 2015實戰演練. 建築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230988 易習Office 2010辦公室自動化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30995 SolidWorks Simulation電腦輔助工程分析進階範例夸克工作室等作 其他 1

9789869254205 Excel 2013在公司財務管理上的應用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254229 SolidWorks 2014實戰演練.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254236 Project 2010專案管理實務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0326 錦鯉鑑賞X飼養指南 叶俊明;西川洋史作; 蕭辰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86 你來找、我來畫: 跟孩子一起玩填色. 花仙子篇 費歐娜.瓦特文字; 史黛拉.貝卡克設計.插畫; 王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593 太空冒險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16 ABC創意貼紙學習BOOK 史蒂芬, 卡特萊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23 可愛動物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30 千萬挑對鞋 鈴木清和監修; 林詠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47 你來找、我來畫. 快樂假期篇 費歐娜.瓦特文字; 史黛拉.貝卡克設計.插畫; 王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78 你來找、我來畫. 聖誕快樂篇 費歐娜.瓦特文字; 史黛拉.貝卡克設計.插畫; 王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85 輕鬆讀歷史: 三國志 藤井勝彥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92 奇妙世界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08 歡樂聖誕節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15 找找看,是誰不一樣? 布麗塔.德克恩塔作;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0722 找找看,誰和誰一樣? 布麗塔.德克恩塔作;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0739 膝痛急診室: 骨關節炎治療X照護專書 八木貴史作; 林倩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46 給新手的金魚鑑賞X飼養指南 杉野裕志作; 蕭辰倢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53 痛風對症導航 日高雄二監修; 張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60 靠記錄,減重破紀錄 砂山聡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楓葉社文化



9789863700777 一起畫本書. 動物派對篇 費歐娜.瓦特作; 喬瑟芬.湯森, 卡洛琳.戴伊繪圖; 王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84 讓吉娃娃感到最快樂的飼養&調教法 內田惠子等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791 眼部疾病對症導航 井上賢治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14 不可盡信的醫療謊言 岡田正彥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399 雲端查稅追緝令: 別跟錢過不去,這樣做國稅局很好查!賴璽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27 進階華語文閱讀 鄭色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34 日本買房聖經: 十大中日臺聯手買房攻略,讓你穩賺不賠!楊建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41 光影漫遊臺灣紀行 愛司Eye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58 靈魂秘笈. 3, 不要跟豬計較人生 郭德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89 英文標點符號指南 黃世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96 缺頁的告白 海芮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00 她的冒險日記: 1248小時橫跨五大國,獨闖熱情東南亞Dreamer Girl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236 我和建築師一起蓋了一棟歪斜的家 橋本愛子, 永井大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243 穆希卡: 全世界最貧窮也最受人民敬愛的總統 蔡東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4267 民生東鹿&后象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274 蒙塵謬斯的微光: 從古代到啟蒙時代,在思想及科學發展中發光的博學女性瑪柔.T.努姆能(Marjo T. Nurminen)著; 林錚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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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暖暖書屋文化



9789869264006 創業時代: 財會管理的必修課 勤業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專家群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315 營養食譜150 達達國際臺南開發部企劃編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380 跟隨耶穌: 作主門徒.更像耶穌(簡體字版) 導航會(The Navigators)著; 趙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427 讀聖經之鑰: 聖經66書卷簡介 李廣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15 高雄文化研究年刊. 2015年 高雄市高雄文化研究學會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6462 傳.真跡: 十三位傳統手工職人的真誠故事 陳鈞柏, 陳柏翰, 林羽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09 漢室江山興衰史 魏得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585 常中之變,變中之常: 愛與死的生命河流與創作秘域陸愛玲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16684 時光客運: 一趟懷舊與知性的公車之旅 楊浩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684 時光客運: 一趟懷舊與知性的公車之旅 楊浩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07 快樂3法則: 停下、坐下、放下 麻吉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達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32 唯識新引 張尚德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5995 文化工作的政治 馬克.班克斯(Mark Banks)著; 王志弘, 徐苔玲, 沈台訓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0303 窮人的經濟學: 如何終結貧窮? Abhijit V. Banerjee, Esther Duflo作; 許雅淑, 李宗義譯1版 平裝 1

9789869280310 「他們」的日本語: 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安田敏朗作; 黃耀進, 林琪禎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4614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4638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4898 物權法爭點整理 唐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4911 第二語言習得與教學 王萸芳等合著; 鍾鎮城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28 職場與法律 鄭津津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4935 行政法.警榜題名: 好懂、好背的行政法必上秘笈巴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42 警榜題名: 好懂、好背的憲法必上秘笈 深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59 刑法.警榜題名: 好懂、好背的刑法必上秘笈 艾菁, 波魯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66 英文.警榜題名: 好懂、好背的英文必上秘笈 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73 法學緒論.警榜題名: 好懂、好背的法學緒論必上秘笈托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80 民事及家事程序之新建構 許士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4997 國文.警榜題名: 好懂、好背的國文必上秘笈 胖福, 悅讀經典工作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000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黃程國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學林

送存冊數共計：7

達摩



9789862955017 實質課稅原則之研究: 從合作店營業稅爭訟案件談起張美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031 實務必考熱區:商事法 格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048 票據法題型破解 吾猛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055 債各物權關鍵選擇 殷越, 高啟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062 民總、債總關鍵選擇 綺夢, 殷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079 與死刑拔河: 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議 羅秉成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086 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2010-2013 黃昭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093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2010-2013 黃昭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116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5123 慾望與權利: 社會變遷下的刑事法脈動 林慈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130 全球品牌智財管理案例研究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178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185 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力勵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5192 多用圖法典: 證券交易法 里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246 華語教師專業發展 余坤庭等合著; 鄧守信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370 世界史劇場: 伊斯蘭世界的起源 神野正史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87 天下歸晉 三國志. 上, 烈風之卷 內田重久原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394 天下歸晉 三國志. 下, 陽炎之卷 內田重久原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00 基礎數位單眼攝影教科書 金武武, 石井孝親監修;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17 北歐神話事典 森瀨繚作; 陳映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24 世界史劇場. 2, 伊斯蘭三國志 神野正史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31 墮天使事典 森瀨繚作; 鄒玟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48 京都歷史地圖 両洋歷史研究會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462 重火器圖解百科 かのよしのり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506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五年, 冬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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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7749 人世間. 2: 蕭耀華作品集 蕭耀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87756 賭城打工皇后: 從賺錢到賺歡喜 鄭茹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489 日本ETF投資入門 富邦投信團隊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409 變,就是不變 李麗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9362 給事奉充充電(簡體字版) 蔡頌輝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463 家 卡森.艾莉絲(Carson Ellis)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678 上帝好愛我 初級愛加倍編輯部文; 金承亞圖; 張慎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685 上帝與我同在 初級愛加倍編輯部文; 金承亞圖; 張慎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692 向生命的禮物說Yes: 活出生命的呼召與生活的美莫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08 來自天堂的66封情書 賴瑞.克萊布(Larry Crabb)著; 薛豐旻, 秦令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15 奔向日出: 365靈修小品 賴瑞.克萊布(Larry Crabb)著; 薛豐旻, 秦令儀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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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慈濟人文



9789864000722 星光明亮 艾莉森.麥克基文; 彼得.雷諾茲圖; 宋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739 慈繩愛索 梁敏夫譯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46 祂曾為你捨命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53 心靈的苦杯與饗宴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60 牧者與羊 金南俊著; 金蓓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77 何日君再回: 何西阿書註釋 吳獻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84 悲歡交集的鏤金歲月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791 中庸神學與愛之饗宴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807 這樣做,寶寶超好帶: 實踐百歲醫師育兒法十二年許惠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821 教會教導的復興: 傾注生命與淚水栽培新世代 金南俊作; 朴成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838 隱藏的力量: 師母在教會中的位份與服事 金南俊作; Joyan翻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845 P91: 我們的保護者 張蓬潔繪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852 上帝把好東西給我 初級愛加倍編輯部文; 金承亞圖; 張慎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0876 由小書齋到百合書屋 殷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0883 心靈守護者 約翰.歐特堡(John Ortber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906 飛翔練習：看世界的角度決定你的高度 金耕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913 歸納式小組查經帶領法 朴竹生著;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968 祝福的器皿 金聖坤作; 張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0999 亨利的星星 大衛.伊萊特圖.文;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002 11隻泥巴貓 馬場登作繪;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019 古稀集 楊東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5302 倫理影像: 從視聽文本梳理醫療與生活倫理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公民素養融入教學推動小組主編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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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6270 動物的好朋友 范毓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287 手之語 廖淑茶等編輯 其他 第5集 1

9789865726294 爐火婆婆的美味食堂 凃心怡作; 蕭又菁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300 奇幻書店 星空作; 楊永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317 守護環境的英雄 李嘉玲作; 石佳莉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1929 新細說黃帝內經 (漢)李柱國編定; (明)王九達合類; 徐芹庭註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811936 新細說黃帝內經 (漢)李柱國編定; (明)王九達合類; 徐芹庭註譯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11998 尹灣漢簡神烏賦研究 臧正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2018 說演三國 黃世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2049 密宗開示錄 徐芹庭編著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12063 紫微斗數推斷秘訣 張玉正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458 璀璨 劉佑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748 咿!比亞 謝永哲, 汪占斌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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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蘭國際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聖環圖書



9789865639488 領隊導遊考試日文總整理: 句型必考題庫282題+老師講解600題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495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越南語 阮蓮香, 吳志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01 法國導遊教你的旅遊萬用句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Mandy HSIEH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18 蜘蛛網式學習法: 12小時義大利語發音、單字、會話,一次搞定!江書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25 我的日文自由行: TOMOKO的旅遊日語 こんどらとも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32 元氣日語50音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56 多和田葉子<> 曾秋桂, 落合由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563 新日檢N4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林士鈞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5639570 大家的西班牙語A1 Jose Gerardo Li Chan作; Esteban Huang譯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87 基礎英語必修700句速成 王忠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17 信不信由你一週開口說西班牙語 Jose Gerardo Li Chen, Esteban Huang合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631 信不信由你一週學好日語動詞!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8619 實話實說獅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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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640 冷到大家都驚呆了!網路瘋傳笑話特輯 二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657 行銷大師魅力口才特訓班 趙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664 西藏醫學寶鑑: 解讀唐卡中的養生大法 瓊那.諾布旺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671 與古典文學有約: 圍爐夜話 (清)王永彬作; 李安綱, 馬民書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695 實話實說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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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701 恭請西藏財神: 證悟唐卡中福慧圓滿的財富智慧諾布旺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718 實話實說處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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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725 實話實說魔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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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770 實話實說巨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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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787 實話實說天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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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58794 圖解西藏密傳占星術 瓊那.諾布旺典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達觀



9789865958800 醫方明鑑: 日常養生精論與對症佛禪療法 慧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819 鋼筋混凝土必做50題型 許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369 櫃臺報:上海<>研究(1893-1949) 高郁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468 CVHS使用手冊: 理論與實務 輔仁大學人才測評發展與職場健康研究中心策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482 先秦兩漢思想叢論 張銀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499 音樂、文學與教育 張銀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197505 大學國文: 單元主題課程設計 張銀樹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97512 大學國文: 單元主題課程設計 張銀樹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97529 仁愛與聖愛: 儒家與基督教愛觀之比較研究 張永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550 輔仁輔人 李昭萱等撰稿; 王英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567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 103學年度 吳紀美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197574 明燈不熄: 天主教教育宣言五十年特刊 鍾蔚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581 跨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2014): 對話與互文: 理論與實踐周岫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604 葛令卡、魯賓斯坦與蕭士塔高維契中提琴奏鳴曲分析與演奏詮釋何君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611 凝視羅貝托.波拉尼奧: 尋覓之謎 耿哲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628 宋元明詩歌中的金陵意象探析 林郁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635 東方啟蒙西方: 十八世紀德國沃里茲(Worlitz)自然風景園林之中國元素張省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642 懷德鳴曲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659 天主教輔仁大學90年史稿: 彰顯主榮的歷程與見證(1925-2015)天主教輔仁大學90年史稿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實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461 銀海古今談 林隆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666 中華民國法文研究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6197666 中華民國法文研究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4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6506 飛躍五十.迎向國際: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國民小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刊蔡佳燕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673 橘色善念: 銀髮族智慧生活國際設計研討會論文集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403 大雅尋奇: 土地公探索 王水南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41403 大雅尋奇: 土地公探索 王水南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應美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雅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法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市輔大聖心國小

送存冊數共計：17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419 跟媽祖 逗鬧熱: 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廣興宮 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707 庇祐大安溪南岸的開發: 臺中市外埔區廍子社區的福德祠李澄清, 柯文成, 張慶宗撰稿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917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5 郭卉蓮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609 藝漾年代: 臺中市青溪美展專輯. 104年 鄭建發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027 古為今用: 臺中市書法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5 余麗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402 臺中市11種光常見蛇類基本生態資料 林文隆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中市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712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陳誼芝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927 糕點烘培食譜: 「大墩園」農特產經典風味糕餅黃秀蓉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568 飛行鼠歷險記: 林白的飛行夢想起點 托本.庫爾曼(Torben Kuhlmann)文.圖; 幸佳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306 全部都是我的? 黃惠玲文; 黃微庭圖 精裝 1

9789869263313 All is mine? Jessie Huang, Noveala Huang[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302 煙酒殺生過患 前世今生因果分類直指合刊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中諾那華藏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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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友電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地區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203 九牧龍頭派柑井支系譜: 比堅祿葦侯清一脈承 九牧傳芳一派祖林葦後裔彰化和美林朝清派下族譜編輯委員會編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880 彰化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美展專輯. 2015第十六屆邱于誠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070 臺日國際書法交流展暨彰化縣富偉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 二0一五廖明亮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107 皺臉伯講古 陳琪閔撰文.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7852 鹿江揚藝: 彰化縣鹿江詩書畫學會專集 黃育珍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51 彰化縣金禧影展攝影年鑑. 2015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鹿江詩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書法學會

彰縣和美鎮林朝清派下宗親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4934 指引中觀見地<> 絨敦獅子吼作; 洛桑滇增堪布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7176 當代植牙影音書 顏志忠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2384 戀戀英倫 鍾育恆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60872 微亮元素.夢想微醺: 專題研究論文集. 第二十五屆張哲瑄等作 平裝 2

9789860460872 微亮元素.夢想微醺: 專題研究論文集. 第二十五屆張哲瑄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526 幸福迎接寶寶的溫暖手作禮 Sylvie Loussier作; 趙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6540 關於健康,你都做對了嗎?: 1000個不可不知的防病知識健康養生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564 哈韓必遊的24處high翻景點 李華得作; 王作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西湖國小資優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內湖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八蚌文化



9789865786533 一生一定要收藏的積架JAGUAR豪華圖鑑 座駕Car編輯部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6588 (全彩圖解)500例旺財吉宅風水布局 崔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5649 放棄死刑走向文明 臺北律師公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0380 餐旅概論(技術高中餐旅群). 2015版 李宜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397 餐旅服務(技術高中餐旅群). 乙版 謝美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5041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 林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427 經濟學: 隨堂樂易通 高翠玲, 郭敏如, 蔡惠琦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441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458 程式語言與設計: Visual Basic. 2015 旗立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0465 程式語言與設計: Visual Basic. 2015 旗立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472 程式語言與設計: Visual Basic. 2015 旗立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0489 經濟學 高翠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496 計算機概論. 乙版(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50519 計算機概論(技術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施威銘, 吳文立, 李亮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5052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業: 瑋博POS系統 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533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業: 微創POS系統 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540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0557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業: 富士通POS系統 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0564 餐旅服務全方位試題精選&統測必考重點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北律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立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73476 高擬真醫學訓練教材影片: 教學案例全集 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臨床技術訓練科團隊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819 百齡佳音 田順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323 我家有個孩子王 徐瑞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30 俏皮小貴客 梅子糖作; 秦儀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47 巨人巨人不要來! 郭桂玲作; ㄚ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54 充滿怨念的臉 徐瑞蓮作; 毛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361 仰望自己的星空 羅彩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3622 神話: 百科典藏版 Arturo Marcelo Pascual, Teo Gomez作 平裝 1

9789862283646 嬰幼兒五感發展與疾病照護 漢宇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653 使用頻率最高的7000日語單字 張萌, 魏娜, 張永平作 其他 1

9789862283660 米點心魔法研究室 金禧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677 從零開始說英語: 發音技巧.實用單字.生活句型.基礎文法一次學會呂思思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北榮總教研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樹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6248 我種了高麗菜 陳麗雅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545 地圖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文.圖; 陳致元, 蔡菁芳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6651 數字方塊書 克里斯多福, 法蘭西斯切利作; PESKIMO工作室插畫; 賴佳筠譯初 精裝 1

9789863206668 英文方塊書 克里斯多福, 法蘭西斯切利作; PESKIMO工作室插畫; 方美鈴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207375 開放臺灣 高希均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7603 我修的死亡學分 李開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7900 跨海的守護者: 新光醫院扎根帛琉醫療的故事 李俊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099 東西這樣做! 奧德李奇.魯齊卡文; 亞歷山卓.哈米羅瓦圖; 劉清彥譯 精裝 1

9789863208198 覺醒的年代: 解讀弔詭新未來 韓第(Charles Handy)著; 周旭華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457 分享椅 香山美子文; 柿本幸造圖; 邱瓊慧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662 關於幸福,我真的知道: Star Ladies創辦人陳瑰鶯教妳做個全方味女人吳永佳, 廖翊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730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蘿拉.喬菲.努墨歐夫文; 費莉西亞.龐德圖; 林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822 小企鵝釣大魚! 宮西達也文.圖; 柳怡如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8839 我的藝術創作書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著; 余淑慧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8846 我的藝術欣賞書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著; 汪芸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208860 綠玻璃屋 凱特.密佛德(Kate Milford)著; 黃琪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877 棉花糖女孩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錢基蓮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884 崔西祕密手記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蔡慧菁, 陳雅茜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891 午夜的願望 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著; 尼克.夏洛特(Nick Sharratt)繪; 蔡慧菁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8907 老鼠郵差來了! 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文.圖; 邱瑞鑾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914 好忙好忙的一天 布麗塔.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文.圖; 賴佳筠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921 暴風雪 約翰.洛可(John Rocco)文.圖; 黃聿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938 來洗澡! 菲莉絲.葛薛特作; 大衛.沃克插畫; 林芳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8945 大翻身時代 史維歐克拉(John Sviokla), 科亨(Mitch Cohen)著; 陳以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952 高等教育怎麼辦? 兩岸大學心件的探討 郭位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3208969 鈔寫浪漫: 在這裡,世界與你相遇 謝哲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976 自然足跡 黃效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983 文化腳印 黃效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8990 地圖海報書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nska),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nski)作; 陳致元, 蔡菁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03 攻擊者優勢: 如何洞察產業不確定性,創造突圍新契機夏藍(Ram Charan)著; 林麗雪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010 鉤癮效應: 創造習慣新商機 尼爾.艾歐(Nir Eyal), 萊恩.胡佛(Ryan Hoover)作; 穆思婕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27 小天才大益智. 1: 七節課學希臘神話 肯恩.詹寧斯著; 麥可.勞瑞繪; 柯乃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34 神奇酷科學. 17, 動物的生存絕技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41 神奇酷科學. 18, 奇妙的消化工廠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58 玩出意志力,夢想變實際: 不再虎頭蛇尾過一生,讓生命熱情勇敢又持續吳淡如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65 故事繪本自己畫: 消失的唱唱跳跳島 兔本幸子文.圖; 賴庭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72 遺愛: 器官捐贈背後的真相 崔希.葛拉夫(Traci Graf)著; 華子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89 超牢記憶法: 記憶管理專家教你過腦不忘的學習力彼得.C.布朗(Peter C. Brown), 亨利.L.羅迪格三世(Henry L. Roediger III), 馬克.A.麥克丹尼爾(Mark A. McDaniel)著; 陳麗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096 數學教你不犯錯. 上: 不落入線性思考,避免錯誤推論艾倫伯格(Jordan Ellenberg)著; 李國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102 偉大經濟學家馬夏爾 施建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119 數學教你不犯錯. 下 艾倫伯格(Jordan Ellenberg)著; 李國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126 地下世界.水下世界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ńska),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ński)文.圖; 陳音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133 世界頂尖人士如何實踐這樣的基本功: 讓高盛、哈佛、麥肯錫菁英不斷前進的三大動能戶塚隆將著; 陳光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140 野花散步: 林麗琪的四季野地隨筆 林麗琪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157 好運宅改造王: 型男設計師教你創造正能量空間朴成浚著; 游芯歆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164 三億傳奇: 壽險天王的成功藝術 彭建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171 漫步原鄉: 臺灣第一家私人博物館創辦人.商人林清富的故事林清富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225 超越島國思維: 李光耀的建國路與兩岸情 陳加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232 混沌: 不測風雲的背後 葛雷易克(James Gleick)著; 林和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209249 週期表: 永恆元素與生命的交會 李維著; 牟中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263 無麩質飲食,打造健康腦: 揭開腸道菌影響腦力、免疫、心理健康的驚人真相大衛.博瑪特(David Perlmutter), 克莉絲汀.羅伯格(Kristin Loberg)著;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287 可以睡覺了嗎?阿迪 雅絲敏.伊斯梅爾(Yasmeen Ismail)文.圖; 黃筱茵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317 儉樸創新 納維.拉德築(Navi Radjou), 賈迪普.普拉布(Jaideep Prabhu)作; 吳書榆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24 理性之夢: 科學與哲學的思辨 裴傑斯(Heinz R. Pagels)著; 牟中原, 梁仲賢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209331 鹿港尋味: 揭開「正宗古早味」蘊藏的飲食傳奇心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48 不理性敬上: 行為經濟學家為你解答專業工作、消費生活、愛情婚姻的迷思丹.艾瑞利(Dan Ariely)著; 連育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55 把脈中國: 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 林洸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62 勇往直前: 腦神經科醫師 奧立佛.薩克斯自傳 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79 五斗米靠腰: 下班誰不愛 馬克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86 旅人島: 我們三の北臺灣旅記 諾米Noumi圖.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393 文案力: 如果沒文案,這世界會有多無聊? 盧建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09 記憶的盡頭: 解開老化與阿茲海默症之謎 應格朗(Jay Ingram)著; 徐仕美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16 閱讀小天后 克勞蒂亞.米爾斯(Claudia Mills)著; 羅柏.雪普森(Rob Shepperson)繪; 陳佳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30 魔電聯盟. 5, 生存倒數 理查.保羅.伊凡斯(Richard Paul Evans)著; 陳信宏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54 工作找找看 皮卡五郎文; 佐也可繪; 吳怡文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209461 1%的力量: 付出一點點就足夠的淚光奇蹟 鎌田實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85 神奇酷科學. 19, 對抗傳染病大作戰 尼克.阿諾(Nick Arnold)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492 神奇酷科學. 20, 生存競爭大演化 菲爾.蓋茲(Phil Gates)作;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陳偉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209522 7個習慣教出優秀的孩子. 教育現場篇, 自我領導力教育的奇蹟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等著; 姜雪影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209539 七堂簡單物理課 羅維理(Carlo Rovelli)著; 張明哲, 倪安宇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797 哈佛教你打造溝通力: 成功推動絕妙構想、有效凝聚團隊共識的關鍵智慧黛博拉.坦南(Deborah Tannen), 傑伊.康格(Jay A. Conger), 史蒂芬.丹寧(Stephen Denning)等作; 侯秀琴等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054 平行故事. 第二部, 黑夜深處 納道詩.彼得(Nádas Péter)著; 余澤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70

<>全球繁體中文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7851 造音翻土: 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 羅悅全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7170 影像的追尋: 臺灣攝影家寫實風貌 張照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05 做菜就是怕麻煩!百萬冊熱銷食譜作家教你: 好吃好作好簡單的輕食料理山本Yuri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12 做菜就是怕麻煩!百萬冊熱銷食譜作家教你: 好吃好作好簡單的輕食料理. 2山本Yuri著; 林宜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36 依烹調技法學做正統日本料理 辻專業廚藝聯盟著; 陳柏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5150 是在大聲什麼: 決定未來!閃靈Freddy,林昶佐的衝組大進擊!邱立崴, 吳逸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67 別傻了 這才是北海道 都會生活研究專案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74 義大利廚房 梅鐸圖書著; 林潔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81 圖解神道教與季節禮儀事典:探日本神祇、宗教、神社的相關知識茂木貞純監修;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198 看圖跟著作魚料理: 在家就能向大師學手藝! 川上文代作; 王俞惠, 許郁文,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04 酒杯裡的世界史 宮崎正勝作; 陳柏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60428 看圖跟著作日式小菜: 在家就能向大師學手藝! 川上文代作; 林芸蔓, 卓惠娟,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35 輕鬆學作義大利料理 永作達宗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42 蓬鬆濕潤！美味司康輕鬆作 中山真由美作;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7974 喚回失落的溫柔 林宜慧, 梁淳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66 用STAUB鑄鐵鍋做熱甜點 柳瀬久美子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570 孤獨死:一位中國知日份子眼中的日本社會 陳希我著 增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587 奈良私看法 王常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348 水月抄 釋法藏作 增訂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僧伽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292 不學可惜的韓語會話書 王愛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6614 韓語單字簡單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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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73420 黑白調: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437 靜心藝術: NicaF的禪繞畫冊NicaFs'Wonderland 范莊怡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444 劉森福水墨畫選集 藤藝廊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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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1222 挑戰的力量: 從初心到創業心,從原點到新圓點,創業家林偉賢教你事業從小做大林偉賢作; 陳建豪採訪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245 職場禮儀: 成功人物必備的禮節常識 周嘉政, Cecil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306 暢遊首爾 首爾市<>編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313 八字集議. 丁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30320 我的P貨私房手記. OSAKA大阪篇 林佳靜,李佳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337 國際禮儀: 社交人士優雅的秘密關鍵 Jeff Daniel, Cecil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344 歐卡,翻轉你的命運 黃喬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375 麻布袋做包包，32款文青必備的實用布包 孔祥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見雜誌

語言鳥文化



9789863830382 一鉤就上手的幸福甜點：38道純手作×超可愛的下午茶編織小物連小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1490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91568 下城故事 丹尼爾.波蘭斯基(Daniel Polansky)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582 左手 SALLY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3191667 2.43清陰高中男子排球社 壁井有可子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1681 龍戰在野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194 第一次的芳香療法 梅原亞也子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00 親子間的153種摺紙遊戲 新宮文明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17 超好玩的紙飛機 遠藤昭夫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24 鬆筋伸展操 主婦之友社編; 王曉維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133 光影魔術系列: 搭火車旅行的秘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40 光影魔術系列: 建築工地的秘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57 光影魔術系列: 熱帶雨林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艾里莎.耐斯勒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57 光影魔術系列: 熱帶雨林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艾里莎.耐斯勒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64 光影魔術系列: 蘋果樹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艾里莎.耐斯勒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188 哈啾!形狀大風吹 維吉妮.摩根文.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蓋亞文化



9789864400225 光影魔術系列: 海岸邊的秘密 凱倫.布朗文; 艾里莎.耐斯勒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49 鱷魚艾倫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賈尼斯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56 恐龍先生上班去 陳和凱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56 恐龍先生上班去 陳和凱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87 點心大集合 石津千尋文; 山村浩二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94 你有看到我的龍嗎? 史提夫.萊特作;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294 你有看到我的龍嗎? 史提夫.萊特作;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00 你有看到我的怪獸嗎? 史提夫.萊特作;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17 哈啾!感冒了! 瀨名惠子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24 刷牙先生,來了! 瀨名惠子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48 光影魔術系列: 菜園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佐丹諾.波隆尼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62 光影魔術系列: 太空站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62 光影魔術系列: 太空站的祕密 凱倫.布朗文; 比.強森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379 七隻小青蛙和聖誕老公公 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男圖;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09 白熊鞋店 大出裕香子作;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30 哈囉!哈囉! 馬修.柯爾諜文.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47 我的名字叫葉子 菅野裕子文; 江頭路子圖; 陳珊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47 我的名字叫葉子 菅野裕子文; 江頭路子圖; 陳珊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54 鴨子平平歷險記 瑪喬麗.弗列克文; 柯特.維斯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54 鴨子平平歷險記 瑪喬麗.弗列克文; 柯特.維斯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61 菠菜在哭 鎌田實文; 長谷川義史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78 七隻小蝌蚪穿新衣 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男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78 七隻小蝌蚪穿新衣 佐倉智子文; 塩田守男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85 無花果香吻 拉菲艾爾.弗利葉文; 克歐提爾德.佩琳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485 無花果香吻 拉菲艾爾.弗利葉文; 克歐提爾德.佩琳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08 圍巾熊: 啊!沒水了! SMART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508 圍巾熊: 啊!沒水了! SMART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8351 技術高中英文(C版). II 劉宜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8368 遠東基本英漢辭典 梁實秋主編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78375 遠東基本英漢辭典 梁實秋主編 二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878382 遠東迷你英漢字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四版 精裝 1

9789865878320 基本漢字300(簡體字版) 平裝 1

9789865878337 職校英文. II 林茂松, Sarah Brooks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878344 遠東商務漢語. (繁體版) 葉德明主編; 黃桂英, 王文娟, 朱國華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78399 羅密歐與朱麗葉 梁實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78405 李爾王 梁實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78412 遠東職校英文參考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6902 孵/墨詩書 倪婉萍圖; Wendy Sun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56919 薰/墨詩書 倪婉萍圖; Wendy Sun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6919 薰/墨詩書 倪婉萍圖; Wendy Sun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7029 全臺開基清水祖師專籤 籤詩解 張進忠主編 平裝 1

9789868677036 全臺開基清水祖師專籤 籤詩解 張進忠主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四鯤鯓龍山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3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綠苑文化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661 百發百中.掌握關鍵N2檢定必考文法 蘇彥如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34678 ペらペら日本語. 入門篇 謝雅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34685 商用日文系列.祕書實務與商務禮儀 佐伯真代, 陳月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56996 溫哥華.加拿大洛磯山脈 JTB Publishing, lnc.作; 精英編譯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60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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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2847 夢紅樓 蔣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3424 紅樓小人物 蔣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4865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3276296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3276760 活!該如此: 莊永明七十自述 莊永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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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7552 法國宮廷文化的創意美學 阮若缺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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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400 康輔模式教學 王阿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南市應龍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精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流

豪風



9789869271400 康輔模式教學 王阿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4314 陳日新說故事行銷: 五百大企業按讚典藏的超實務工具書陳日新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024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237031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237048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237017 單字高手12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406 Pianoboy鋼琴創作琴譜: 獨奏典藏版 Pianoboy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0122 心流: 舒壓靜心著色畫 葉雅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舞界限藝術經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說故事管理顧問



9789573080183 失智症: 阿茲海默症的病因與預防 吳輔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769 清晨嗎哪90天. 1: 詩篇卷一、加拉太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猶太書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3

9789868885783 清晨嗎哪90天. 2, 馬太福音 王天佑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2243 豪記龍虎榜. 2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001 曲傑瑪巴修行法要偈頌 曲傑瑪巴謝樂怡希, 第十二世貢日噶瑪仁波切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301 謙益集 陳泰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5318 臺灣俗語淺釋 陳泰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5325 遠慮集 陳泰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5332 諺語評註 陳泰源作 平裝 1

9789869255349 解析唐詩 陳泰源著 平裝 1

9789869255356 積學集 陳泰源作 平裝 1

9789869255363 誦惟集 陳泰源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倉噶舉國際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豪記影視唱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80124 澳大利亞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684 韓國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691 潘及的笑嘻嘻生活日記 中一製作小組圖.文;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707 英國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5963 中外名人智慧語 張春榮, 顏荷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970 深夜的人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5987 小鎮醫生的愛情 蕭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395994 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門慶 蕭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09255 簪花男子 離畢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255 簪花男子 離畢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06 經師人師: 孫守恭教授紀念文集 林景淵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09620 阮劇團. 2014: 劇本農場劇作選. II 胡錦筵, 許孟霖, 陳建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37 公寓大廈法律規範與民主管理 杜新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44 四季訪書 鍾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44 四季訪書 鍾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51 四季訪書 鍾芳玲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爾雅



9789573909682 明日朝陽照逝水 張香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699 天河之水: 天水30 天水詩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05 受戒武僧 艷蛇纏繞 張家麟作 平裝 1

9789573909712 黑水溝: 漫談打造臺灣北海岸傳統帆船 黃凌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29 我聽見群山報戰功 乜寇.索克魯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36 寂靜對話: 琹川詩畫集 琹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43 孤獨十二練習曲 哲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767 草木恩情 李喬著 平裝 1

9789573909774 孿生 吳鈞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118 化蝶: 張嵐軍陶瓷藝術 張嵐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901 萬里同行. 第四集, 神洲攬勝 樓文淵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7944 兩岸公法法律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5第二屆 王鼎棫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雅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臺華陶瓷



9789866767913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所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072 聖年與大赦的歷史簡介 賴効忠編著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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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59350 畜水產飼料新科技與加值型產品之生產 鄭長義, 黃自毅編著 精裝 1

9789866159367 鋼筋混凝土材料試驗 吳志興編著 平裝 1

9789866159374 「酵」傲江湖: 從女傭到董事長的臺商科技阿嬤: 以Gilligan的道德理論談女性賦權歷程李富美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312 嘉義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2015 陳百豪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1518 己丑風雲悲歌: 江嬰詩作全編 伍曉明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570 森林王子: 毛哥力的叢林故事集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 鄭碧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600 我,就是品牌: 是A就別假裝是B,創造你的獨特賣點,做最棒的自己永.克利斯托夫.班特(Jon Christoph Berndt)著; 侯淑玲,唐際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679 美術設計之路: 世界級金獎美術總監告訴你怎麼用造型、色彩、形式和質感,打造會說故事的電影世界菲奧諾拉.賀利根(Fionnuala Halligan)著; 楊宗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09 用鋼筆戰鬥的<>: 楚浮、高達、侯麥等電影大師的搖籃,探索現代電影藝術的六十年旅程愛蜜莉.畢克頓(Emilie Bickerton)著; 黃政淵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睿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嘉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9789865671716 深層肌止痛大圖鑑: 精準找出激痛點,壓對深層肌肉,2分鐘舒緩難纏疼痛中辻正著; 柳曉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23 無用之用: 醞釀之必要,徒然之必要,歡迎來到無用時代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合著; 郭亮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30 繪食尚: 你的第一本蔬果著色書 潔西.科納羅.薇娜(Jessie Kanelos Weiner)著; 謝維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47 織色入史箋: 中國顏色的理性與感性 陳魯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54 老派探戈 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作;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61 不能說話,但我仍然可以對全世界微笑: 自閉症的我,面對這個世界的勇氣東田直樹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78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墨丸譯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71785 圖解人際關係心理學 澀谷昌三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792 蝙蝠 尤.奈斯博作; 劉韋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1808 小洋蔥媽媽的寶物箱 岡野雄一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902 掌握緣起.擁抱快樂: 如何善用緣起見地修行 圖滇悲桑格西著; 如性法師審訂; 吳翠雯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734 韓簡單 撥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9741 制服.女孩x史旺基 史旺基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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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8031 慧光集. 64, 中觀莊嚴論解說. 貳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講解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031 慧光集. 64, 中觀莊嚴論解說. 貳 全知米滂仁波切著;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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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製造多媒體整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圖滇悲桑格西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655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成果專刊. 2015(一)章以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2692 換手機的惡夢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2982 Visual Basic 2015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2999 詳盡解說!App Inventor 2中文版Android App範例教本蔡宜坦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23002 提高10倍工作效率的Excel技巧(2016/2013/2010對應)リブロワークス作; 許淑嘉譯 其他 1

9789863123026 最新HTML5 & CSS3網頁程式設計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033 韓式鍋物: 正韓湯底3種.道地泡菜.拌菜.醬料辛辣食譜56道北坂伸子著; 許郁文譯 平裝 1

9789863123040 小魚媽的南瓜料理 小魚媽作 平裝 1

9789863123057 這樣O那樣X: 馬上學會好設計 坂本伸二著;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3064 創意總監教你做簡報: 打動人心的31個視覺法則加藤智也著; 吳嘉芳譯 其他 1

9789863123071 完全詳解iPhone 6s.6s Plus+iOS9 活用事典 poppoplus著 平裝 1

9789863123088 Windows 10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095 Microsoft Office 2016非常Easy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101 資料結構理論與實務: 以Java語言實作 陳會安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3118 多媒體導論與應用: 新媒體藝術與互動科技 陳漢昇作 其他 1

9789863123132 「新觀念」UML系統分析與設計實務 陳會安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3156 28天徒手體重訓練,5大循環健身課程 B. J. Gaddour作; 韓立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23163 痠痛拉筋大事典 長畑芳仁作著; 蘇暐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23187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6使用手冊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194 這個設計好在哪?. 2 ハラ ヒロシ等作;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3217 跨平臺Android/iPhone程式開發: 使用Visual Studio Community+Cordova/PhoneGap+JQuery Moblie陳會安作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9789863123231 SEO超入門! 嚴家成, 盧盟晃, 何慧儀作 平裝 1

9789863123286 更了解「人」,你才知道怎麼設計. 2:抓住使用者心裡、預想味來設計的 100 個感知密碼Susan Weinschenk作; 謝靜玫譯 平裝 1

9789863123293 讓我們LINE在一起(2016最新版) 阿祥, 3C布政司作 平裝 1

9789863123309 無刷直流BLDC馬達控制實務. 首部曲 林伸茂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14688 星爆 羅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3518600 赫氏門徒 冷鑽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519638 超級藥師 緋紅之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0709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2093 絕世鬥魂 點錯天賦樹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2246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253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260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277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284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321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604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642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2710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2727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2734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2741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3090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3083 妙筆生香 鬼鬼夢遊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250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說頻文化



9789864094103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4110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3892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3908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3861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427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3533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3540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3557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3564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360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423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37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38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39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3618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3625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3632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3649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4400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417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26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3663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367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42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3687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094288 兵王大少爺 兵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3700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9443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93748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4660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3755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94448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93779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445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4462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4257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3793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4240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80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447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467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3816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3823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271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4486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3847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325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4684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922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301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493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31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4691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499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3939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3946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3953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509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3960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4981 真火器師 溫酒煮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3977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295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5001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3984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4707 戰天神皇 西門飄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399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94516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9452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94530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94004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94547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94554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9456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94011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9457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94585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94714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95018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94028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4035 永鎮仙魔 知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4042 花都極品天師 又是一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4059 皇糖 則慕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94073 皇糖 則慕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94066 皇糖 則慕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09412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4592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502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5193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4134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4721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520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4141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4608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95032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95216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95223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94158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4738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4165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4172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4189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4196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4202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219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226 點玉成金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332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349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5049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356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5056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5230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4363 本源遊戲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4615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4622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4639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4646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4653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524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5254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5261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4745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4752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4769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4776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4875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4882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4899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4783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4790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4806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4813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4820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837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844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4851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4868 御宅 清楓聆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4905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5520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4912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5407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5551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4929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4936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5827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5834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5841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4943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4950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496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09553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94974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5414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5544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5063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5070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5087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5094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5865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5100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5421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6008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5117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5124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5810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5131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5148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5872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5889 全職業武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5155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5162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5766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5179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5186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527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5780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579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5285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580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612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5292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5308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531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601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532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5339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5896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590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613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5346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5353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5360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5377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5384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5391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5438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5445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5452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5469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381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5476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5858 原始戰記 陳詞懶調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5483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09549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6022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09637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5506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6039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6398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5513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046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5568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5575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5582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5599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5605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5612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5629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5636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5643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9565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95667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95674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95681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6534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5698 神竅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5704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95711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9572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95735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9574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9614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6589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5759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5919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6558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5926 赫氏門徒 冷鑽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5933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6732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5940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6152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6565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6688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595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96237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95964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6220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6695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5971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6404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5988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6541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95995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96053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9606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9607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9694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09695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96961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96084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6572 暗夜遊俠 深藍椰子汁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091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6411 修真時代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6107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6428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6435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6114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6442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985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6169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6176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6183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6190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206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6527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7371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6213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6510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6992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7388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6244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6725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7012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625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671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700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741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742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6268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670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740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6275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6282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6299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6305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6312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6329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336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6343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6350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6367 庶媳難為 朱砂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45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702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7340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6466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6671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739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6503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6473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6480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497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6596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6602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6619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6626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63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9733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97623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9664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732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756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6657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7630 器武戰皇 風精靈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666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9731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764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96749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7036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7043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7050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756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6763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6770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6787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794 星空戰神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96800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9735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9736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96817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579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824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586 超級基因戰神 古典蘋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6831 天降丹宗 帝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684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7593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769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6855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097685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096862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6879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6886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6893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6909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6916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6923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693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7067 續絃王妃 顧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7074 續絃王妃 顧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7081 續絃王妃 顧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7098 續絃王妃 顧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7104 小魚躍農門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7111 小魚躍農門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7128 小魚躍農門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7135 小魚躍農門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7142 小魚躍農門 一樹櫻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7159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7166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7173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7180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7197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7203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7210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227 醫屋藏嬌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7234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7609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16194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7241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097258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09726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97272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7654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7289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7296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7739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746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7753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7302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7661 賢者魔君 真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7432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7449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7456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7463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7470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7708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515852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748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09778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097494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7678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7791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750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1622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7517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7524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7531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9781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97548 星武神徒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7555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616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7807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8385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8392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8408 神書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7715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7944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8569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8644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7722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7821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841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98521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776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795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09854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867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883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777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98422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98439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9865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9783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9853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9869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97845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7852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8842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86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8460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847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8866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98873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7876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8446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8705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7883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7890 神紋道 發飆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7906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8552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8668 超級合成系統 哇哈哈八寶粥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7913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8576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8620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792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845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8712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888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7937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48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8637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7968 貴女齊家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7975 貴女齊家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7982 貴女齊家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7999 貴女齊家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8002 貴女齊家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019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8026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8033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8040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8057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064 話癆太子妃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8101 有夫如此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8118 有夫如此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8125 有夫如此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8132 有夫如此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8149 有夫如此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156 有夫如此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8163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98170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98187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98194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98200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217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9122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8224 九星 果味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8231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8248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8903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8255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682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8910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8262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8279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8286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8293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9146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309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8316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8323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8347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354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8361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098583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098897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9139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8378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098590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09885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098491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09892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098514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098606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9177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9932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8804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9153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9160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8828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9528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893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894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895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8972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99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09945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099009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099016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9313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09949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99023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99504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99511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9030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306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04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905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9061 娘子且慢嫁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9078 娘子且慢嫁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9184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099559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09919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207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214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9566 怒火焚天 妖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099238 星際傳奇 緣分0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24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9252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926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9957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99276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099283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099290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436 神秘世界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9443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1612 Pathways in English: skill building Deborah Kraklow撰稿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05

送存冊數共計：573

銘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657 連合艦隊的黎明: 明治.大正時期帝國海軍艦艇寫真王佐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2664 遼瀋戰役: 國共三大戰役 知兵堂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02671 淮海戰役: 國共三大戰役 知兵堂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02688 平津戰役: 國共三大戰役 知兵堂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859 福慧集. 五,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856 重拾狄德羅的舊衣袍 吳妍儀, 謝詠絮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225 藝象萬千天工百藝. 2015: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會員圖錄張正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706 文化與空間管理. 四: 面相天下 孫臺義作 平裝 1

9789869249713 文化與空間管理. 五: 形相乾坤 孫臺義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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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福嚴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903 兩岸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家學術期刊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5903 兩岸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家學術期刊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608 平民英雄: 中華日報創刊七十週年社慶專輯 林釗誠, 李俊德主編 平裝 1

9789869284608 平民英雄: 中華日報創刊七十週年社慶專輯 林釗誠, 李俊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026 唐代政教史 劉伯驥著 修訂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4293 清代鼎甲錄 朱沛蓮輯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4326204 臺灣先賢集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328673 中國文學發達史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著 臺十六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8680 古書修辭例 張文治著 臺六版 平裝 1

9789574328697 修辭學發微 徐芹庭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8703 松陽方言攷 葉夢麟著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4328710 詩賦詞曲概論 丘瓊蓀編 臺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8727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无量編 臺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8734 清代婦女文學史 梁乙真編 臺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8741 中國小說史料 孔另境編 臺五版 平裝 1

9789574328758 中國韵文通論 陳鐘凡著 臺三版 平裝 1

9789574328765 中華書史概述 張龍文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華日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華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公益研究會



9789574328932 國學治要 張文治編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9014 景午叢編 鄭騫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29021 景午叢編 鄭騫著 再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29038 景午叢編 鄭騫著 再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4300662 中國文學發達史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著 臺十五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499 臺灣化工史: 一百五十年來臺灣化工產業發展、研發與教育的回顧及展望翁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6001 A brief histor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taiwan Hung-Shan We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547 留聲: 旋廻する声 張芳慈著; 錦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3554 綠樹發滿潔白的語詞 張德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800 道典中的玄天上帝 李玄辛主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711 正念療育的實踐與理論(與33個正念練習) 呂凱文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心齋弘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正念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文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2149 鈴聲響起: 113保護專線案例彙編 伊慶春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7655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五屆 林怡妤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07203 迪士尼的文創世界 克里斯多福.芬奇(Christopher Finch)作; 陳志杰, 焦曉菊翻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907210 迪士尼的文創世界 克里斯多福.芬奇(Christopher Finch)作; 陳志杰, 焦曉菊翻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907227 迪士尼的文創世界 克里斯多福.芬奇(Christopher Finch)作; 陳志杰, 焦曉菊翻譯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443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 2016年臺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63294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袀軒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6660 未踏召喚://鮮血印記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360 相愛是如此神奇: 暖心四季篇章 藤谷燈子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艾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世界展望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9789863667506 身為男高中生兼當紅輕小說作家的我,正被年紀比我小且從事聲優工作的女同學掐住脖子. 3, Time to Pray時雨沢惠一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520 東池袋迷途貓 杉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53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544 OVERLORD. 7, 大墳墓的入侵者 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551 記錄的地平線. 9, 加奈美,GO!EAST! 橙乃ままれ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568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582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7629 芒神 奕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7643 變態博士駕到!! 左近堂絵里作; 青心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7681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728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7735 Brothers conflict 叶瀨め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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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7827 見習神官LV1. 2, 放學後在沙漠熬夜到早晨 佐々原史緒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841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追憶篇 佐島勤原作; 依河和希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889 深夜的溫馨晚餐. 1, 故鄉神戶與煎蛋捲 椹野道流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896 不幹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 北川惠海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902 凰的男臣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7919 墨方簿. 1, 春江花月夜 久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926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7933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理性小魔女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940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董芃妤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7957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6, over the dimension じん(自然の敵P)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964 魔劍的愛莉絲貝兒. 5, 必殺時刻 赤松中學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971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7988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Girls Side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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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8008 機動防衛者Dowl Masters 佐島勤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015 告白預演系列. 3, 初戀的繪本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022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8039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外傳: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2, 芸芸的回合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046 Fate/Prototype蒼銀的碎片 櫻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053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060 艦隊Collection: 鶴翼之絆 內田弘樹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077 飛翔吧!戰機少女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084 帕納帝雅異譚. 4, 聖石之謎 竹岡葉月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091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招二原案.監修;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8107 指尖小奢華!. 2: 平價小物打造不挑手時尚指彩 SHIZUKU作; 蔡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114 荷包蛋的蛋黃何時戳破最美味 おおひなたごう漫畫; 方育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121 小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8138 TigerxDragon! 絕叫漫畫; 竹宮ゆゆこ原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8145 天降奇機愛上我 渡会けいじ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152 夏亞的日常 南北漫畫; 本田雅也腳本;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169 狐仙的戀愛入門 よしだもろへ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8176 聖魔之血 吉田直原作; 九条キヨ漫畫; 謝怡苓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668183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8190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8206 在世界盡頭愛Ai吧! 武田すん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8213 小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あかりりゅりゅ羽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220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綺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237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8244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1, 穗乃果、琴梨、海未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251 那傢伙的真命天子 田中鈴木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8268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275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282 指尖的玫瑰色妄想 山田2丁目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299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305 怪物的孩子 細田守原作; 浅井蓮次漫畫;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312 かんざきひろ畫集Cute かんざきひろ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29 美食吃飽飽: 名古屋 森下えみこ, 大竹敏之著; 陳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36 我的小規模自殺 入間人間作;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43 怪物的孩子 細田守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50 和菓子WAGASHI 藪光生作; 銀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67 大阪新旅行 Japan Walker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74 料理高校生原創小說 何曜先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381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404 幽落町妖怪雜貨店. 2, 充滿回憶的幻燈機 蒼月海里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411 月影骨董鑑定帖 谷崎泉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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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1

9789863668435 山海相喰異話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442 凰的男臣. 2, 女皇不早朝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459 守師 DARK櫻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466 夜行騎士 Killer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473 絕對雙刃. 8, Memories Connect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480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一葵さやか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497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68503 1001 Knights 杉崎ゆきる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8510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534 F3輪轉的明月與始動的故事 糸森環作; 呂旭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541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558 約會大作戰. 12, 災禍五河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565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8572 OVERLORD. 8, 兩位領導者 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589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8, 東條希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596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9, 絢瀨繪里 公野櫻子作; 陳竹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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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68619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6, 四葉繼承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626 情色漫畫老師. 4, 情色漫畫老師VS情色漫畫老師G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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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863668640 東京闇鴉 あざの耕平原作; 鈴見敦漫畫; Irene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8657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6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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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668671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8688 我與她的漫畫萌戰記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695 音韻織成的召喚魔法. 2, Crazy Money Wars 真代屋秀晃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701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8718 艦隊Collection陽炎,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142 艦隊Collection陽炎,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725 破除者. 2, 斷罪的處刑者高聲歌唱 兔月山羊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732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師走トオル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749 我與她互為奴僕的主從契約 なめこ印作; Isa Wang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756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8763 大正空想魔法夜話 墜落少女異種滅絕 岬鷺宮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770 告別「無意義的擁有」房屋自然乾淨術 渡部椪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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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3668794 今天開始魔の自由業! 松本手毬漫畫; 喬林知原作; 莊湘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668800 閃耀女孩亞麻里 黒田bb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817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COMPTIQ編輯部編輯;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531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COMPTIQ編輯部編輯;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8824 大小姐姐姐 ク一ル教信者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831 機動戰士GUNDAM THE ORIGIN. 24, 特別篇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安彥良和漫畫; 大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848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原作; 比村奇石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855 青澀泳痕 竹宮ゆゆこ原作; カスカベアキラ漫畫; 波波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8862 我家老貓這樣喵: 讓貓爺爺貓奶奶健康快樂過晚年ふじのはるか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879 期待您大駕光臨: 老街和菓子店栗丸堂 似鳥航一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8886 幽落町妖怪雜貨店. 3, 夏日夜空的夢幻煙火 蒼月海里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893 下京區花屋梅小路: 京極莊之百貓和歌 由似文作;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909 Elysion雙樂園的迴旋曲 Sound Horizon原作; 十文字青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69630 Elysion雙樂園的迴旋曲 Sound Horizon原作; 十文字青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8916 拉普拉斯的魔女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68923 我的勇者 葵せきな作; 忠哥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8930 末日樂園的葬花少女 鷹野新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8947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11, 邂逅的協奏曲隅沢克之作; 余念凡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668954 腦漿炸裂Girl. 4, 抓住機會就靠你自己嘍 れるりり原案; 吉田惠里香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961 難道硬奇幻已經不行了嗎!? 月亮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8985 星語者. 2, 星星的祕密 Chiya繪; 柯晗, 易莎編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8992 畫貓.夢唐 瓜几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005 錦瑟 呀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012 盜賊神技: 在異世界盜取技能 飛鳥けい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029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036 艦隊Collection: 鶴翼之絆 內田弘樹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9043 問題兒童都來自異世界?. 12, 軍神的前程諮詢!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050 異變之月. 2, 月夜中舞動的野獸之夢 渡瀬草一郎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067 女騎士小姐,我們去血拼吧! 伊藤ヒロ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081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098 法布爾小姐的蟲之荒園 物草純平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9104 OVERLORD. 9, 破軍的魔法吟唱者 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11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6, Alicization exploding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128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9135 S.I.R.E.N.次世代新生物統合研究特區 細音啟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166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9173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3, 末路人十香 橘公司原作; 犬威赤彥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180 科學化學症候群 吉川英朗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9197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9203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9210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227 鬼灯家的大姊姊(＋妹) 五十嵐藍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234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9241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669258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669265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守姬武士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9272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黃任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69289 狗與剪刀必有用 更伊俊介原作; 大庭下門漫畫; 李妮瑄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296 櫻x櫻 森繁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9302 許配協議 フクダ一ダ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319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9326 炎人少年. 1 加藤雄一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9333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69340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3, 阿克迪歐斯的聖女 虎走かける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69357 軍武宅轉生魔法世界,靠現代武器開軍隊後宮!? 明鏡シスイ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364 這樣算是殭屍嗎?. 18, 對,我要變回普通人 木村心一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371 魔王女孩與村民A. 9, 村民們的祕密任務 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388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69395 惡魔高校DxD 石踏一榮原作;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 Kosara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9401 幸服社! あっつん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418 NINJA SLAYER忍者殺手: 性感凶器 Bradley Bond+Philip.N.Moreze原作; さおとめあげ は漫畫; 林哲逸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425 蘿球社! 蒼山サグ原作; たかみ裕紀漫畫;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69432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69449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9456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463 BACCANO!大騷動!1711: Whitesmile 成田良悟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470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戀姊俏偶像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487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69494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2, 真姬、凜、花陽 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500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69517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69524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69548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555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1, 大學生篇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562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69579 逃殺競技場 土橋真二郎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69586 城姬Quest. 1, 我當上城主的理由 五十嵐雄策作; 呂旭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593 深夜的溫馨晚餐. 2, 小說家與中華涼麵 椹野道流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09 那年夏天,妳打來的電話 三秋縋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16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歐莎.葉克斯托姆(Asa Ekstrom)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69623 金魚KINGYO 岡本信明, 川田洋之助作; 銀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47 愛上哥們原創小說 陳碧真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54 微笑王子: 李宗霖 李宗霖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61 鯊魚哥 アリムラモハ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69678 東京新旅行. 2016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515 獨舞: 從神的眼光看單身 馬崇山, 馬恩奇著; 詹雅惠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89

送存冊數共計：193

臺灣利未支派事奉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0948 我想當獅子 艾瑪.卡莉蘇(Emma Carlisle)文.圖; 鄭榮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962 藍弟的翅膀 派崔克.葛斯特默作; 丹妮拉.傑曼繪;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979 偷聲音的妖怪不見了 宮川比呂作; 藤田陽生子繪; 朱燕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0986 外公遲來的春天! 蕾堤希雅.柏傑巴弘作; 佛羅昂絲.威塞爾插畫;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0993 誰來當王妃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作; 趙映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1006 我就是愛你 泰咪.薩爾札諾作; 艾妲.葛瑞繪;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013 最棒的禮物 安妮特.勒巴克斯作; 史蒂芬妮.葛瑞金繪; 林芳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099 如果地球是個小村莊 大衛.史密斯(David J. Smith)作; 席拉.阿姆斯壯(Shelagh Amstrong)繪; 謝維玲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112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原著; 周姚萍譯寫; 張麗真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1129 叢林之王 工藤紀子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136 最棒的調味料 龜岡亞希子作.繪; 邱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143 不要!我不要! 瑪莉.伊莎貝爾.卡里耶(Marie-lsabelle Callier)作; 雅妮克.馬松(Annick Masson)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150 愛麗絲夢遊奇境 路易士.卡洛爾(Lewis Carroll)原著; 東方編輯部譯寫; 官月淑繪圖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1174 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樣的 大衛.史密斯(David J. Smith)文; 席拉.阿姆斯壯(Shelagh Amstrong)圖; 謝維玲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512 太和: 海峽兩岸道家.道教與養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朱越利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6190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318774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周易養生協會



9789863318781 我的上司應該不會對我性騷擾 中込力スガ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798 就想要你調戲我 やさき衣真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04 誘惑的最後一幕: Mr. secret floor 朝霧夕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11 喜歡被言語挑逗的情色作家 南条つぐみ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28 傲慢王子與秘密情人的愛戀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35 K老師的不講理純愛(初回限定版) 夏水りつ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842 惡之四重奏 mothy_惡之P原作; たまら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8996 戰國BASARA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19115 戰國BASARA 伊藤龍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319009 囚人與紙飛行機: 幕後二律背反 貓口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19016 Zodiac Witches十二星座的魔女 朱門優作; 高嬅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9023 索引INDEX: 草莓之夜 譽田哲也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078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19092 我的他最特別 鳴坂リン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19108 我的慢熱生活 市川けい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39 自然科學百科: 有趣科普小常識365 自然史學會聯盟監修; 王怡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19146 這裡是幸福安心委員會: 女王陛下與世界線上的災難うたたP, 鳥居羊作; 猫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53 教師與少女風波 マイナスP, 美雨季作;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60 OPEN新味覺生活!日本超人氣名店創意三明治 誠文堂新光社編著; 許倩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77 自行車長途騎乘戰略: 一本詳解裝備x計畫x實作的50種技巧田村浩編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84 主食新選擇: 45道配料豐富鹹派 福田淳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191 東京地鐵遊. 2016年 media port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07 手沖咖啡大全. 2, 完美萃取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14 原來曼谷可以這樣玩! 島本美由紀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21 奇畫賞析: 奇想畫家的美學世界 杉全美帆子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38 日本名店「雨落塞納河」的甜點教科書 椎名真知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45 量身打造!30款實用木工家具 Studio DM-1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52 暖心又暖胃!100道燉煮料理 齊藤辰夫著;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69 逆境突破力 江上治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76 週末,服侍我! 笹村剛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290 平安都市傳說 ホームラン拳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06 新.料理仙姬 菊地正太著;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319313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319375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316909 職場升級學: 20個提升實戰力的職能試煉 鳥原隆志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399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319405 第一次玩同人誌就上手: 刊物排版、印刷知識、擺攤技巧全收錄兩角潤香, Tomomi Mizuna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12 壽司入門手帖: 海鮮食材圖鑑、壽司作法與知識、美味的祕密Media Pal編著;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43 放久了更好吃的家常料理: 滋味完全滲透,省時、不浪費食材的新料理提案青木敦子著;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50 39家人氣餐酒館X260道私房料理 旭屋出版編著; 小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67 讓提案秒過的關鍵技術 高橋晋平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74 「贊否兩論」主廚教你在家做出名店級料理 笠原將弘著;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481 用黃金比例醬汁輕鬆烹飪家常菜 石原洋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19535 豪邁的大口咬!熱烤三明治: 料理研究家原創54道食譜堀田貴之著; 劉詠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035 看見不潔之物: 工業社會中知識權威的文化實作陳信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6172 跨世紀植物防疫及檢疫技術回顧及展望研討會專刊黃榮南, 蕭旭峰, 吳文哲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昆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6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4601 陪你到最後: 小豬熊Toffy萌日記 穆熙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49 曲艾玲的A咖育兒魔法書 曲艾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54656 腹餓帶: 日本留學與手繪料理記 腹佳女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7973 好宅建築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640 臺灣茶百科全書 林志煌編撰.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032 家庭醫師與成人疫苗接種: 臨床工作手冊 黃國晉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860032 家庭醫師與成人疫苗接種: 臨床工作手冊 黃國晉主編 第二版 平裝 5

9789868860049 家庭醫學 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404 唯心世界之五觀. 一 郭怡君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家庭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唯心世界和平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茶訊

臺灣知識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2908 國民小學英語. C版: Fly High(student book) Jason Buddo, 謝璿蓁原作; 陳志鴻插畫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802915 國民小學英語. C版: Fly High(student book) Jason Buddo, 謝璿蓁原作; 陳志鴻插畫 平裝 第8冊 1

9789862802939 訊號與系統 Phillips, Parr, Riskin原著; 郭忠民等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2946 工程經濟學 William G. Sullivan, Elin M. Wicks, C. Patrick Koelling原著; 李克聰編譯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802960 徐薇教你考新多益測驗 Lin Lougheed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011 流體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王珉玟, 陳斌豪, 劉旭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073 電路學 James W. Nilsson, Susan A. Riedel原著; 朱堃誠, 李大輝, 王信雄譯十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03103 朗文英文作文高手 顧叔剛, 張麗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2212 機械設計 M. F. Spotts, T. E. Shoup, L. E. Hornberger原著; 于劍平, 謝秋帆, 瞿嘉駿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2803127 朗文全民英檢搶分祕笈. 初級(聽力&閱讀) Jason Buddo, 謝璿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134 朗文12週搞定新多益文法 齊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141 工程力學: 動力學 R. C. Hibbeler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803172 應用力學: 靜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張柳春, 許顯榮, 黃世疇譯 14版 平裝 1

9789862803189 消費者行為 Michael R. Solomon原著; 葉凱莉編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6310 奇妙的身體 路易.史托威爾文; 凱特.利克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389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歷史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2036396 國語文啟蒙全集: 彩繪歷史故事 任溶溶, 宗玉印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2036525 透視動物互動百科 蘇菲.多瓦文; OKIDO工作室圖; 禾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570 走進大自然 凱.麥奎爾文; 丹妮爾.克洛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225 少年科學偵探CSI 高喜貞撰文; 徐龍男繪圖; 陳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麥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0366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徐式寬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518 太平洋產寶石珊瑚國際研討會結案報告. 2014 鄭明修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032 智慧宮: 被掩蓋的阿拉伯知識史 喬納森.萊昂斯(Jonathan Lyons)著; 劉榜離, 李潔, 楊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148 這就是德國!: 柏林圍牆倒塌後的富國之路 賴麗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39 萬里遊蹤: 柴扉先生遊記散文集 柴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46 伊斯蘭文明: 火藥帝國與現代伊斯蘭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著; 陳立樵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77 王羲之體書法字典 佘雪曼編寫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521 士師記: 新港教會查經講義. III 劉炳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9295 信心之旅: 約書亞記 瑪莉.米凱爾(Mary Mikhael)作; 蘇美珍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港教會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9789573059295 信心之旅: 約書亞記 瑪莉.米凱爾(Mary Mikhael)作; 蘇美珍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325 修辭.符號.宗教格言: 耶穌會士高一志<>研究 林熙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1332 田野歸來. 上,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 理論與實際楊鳳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1363 田野歸來. 下,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 道德與社會楊鳳崗, 高師寧, 李向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1349 一個外國傳教士俘虜的長征: 成邦慶回憶錄 成邦慶著; 劉家峰, 劉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172 躍升中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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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66159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14第14屆 方鎮洋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8466166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美展. 2015第15屆 方鎮洋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710 公平經濟新藍圖: 勞動政策白皮書. 2016 張烽益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勞工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教文藝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206 研議集保結算所未來從事金流業務之可行性及發展方向 平裝 1

9789869260213 數位時代與行動裝置對集保結算所業務發展之影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701 首屆臺灣圍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徐偉庭, 張曉茵, 黃燕忠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908 臺灣揚琴學術理論會議論文集. 第一屆2013 江菊松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1908 臺灣揚琴學術理論會議論文集. 第一屆2013 江菊松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147 覺醒啊!世人! 雷瓦達 比庫著; 佛弟子中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672154 主觀與期待 雷瓦達 比庫(Bhikkhu Revata)作; 佛弟子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90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七種譯文對照本) 恆修法師編著; 鳩摩羅什等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無憂小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圓明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圍棋教育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揚琴發展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6750 急性與慢性傷口照護: 當前管理概念 Ruth A. Bryant, Denise P. Nix作; 高上淨, 邱文心, 袁淑苹翻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6941 職能治療導論 Jane Clifford O'Brien, Susan M. Hussey原著; 陳瓊玲翻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5666958 小動物外科學 Karen M. Tobias, Spencer A. Johnston作; 王咸棋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6965 流行病學 Leon Gordis作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666972 矯正學: 當代原則與技術 Lee W. Graber, Robert L. Vanarsdall, Katherine W.L. Vig作; 朱庭緯, 蔡孟桓翻譯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666996 Netter's解剖學手冊 John T. Hansen作; 鍾敦輝, 王馨瑩翻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266727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作; 高上淨, 楊建昌翻譯第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805 腳鬥士運動競賽規則 黃蕙娟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6966 60農推一甲子風華再現: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六十週年紀念專輯陳玉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201 世界閩南文化論壇論文集. 2015(簡體字版) 馬照南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562 緊急醫療救護單項技術操作規範暨救護流程教材廖訓禎主編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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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閩南文化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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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5368 產業發展與法治興革論壇. 2014 廖義銘等作; 紀振清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6462 佛教知識論: 陳那、法稱、脫作護 吳汝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6837 中日再戰緬甸實錄: 新一軍反攻緬甸極機密戰鬥詳報(中華民國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中華民國駐印軍新編第一軍 新編三十八師作; 中央研究所緬甸計畫團隊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4970 古代漢語詞源研究論衡 姚榮松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3220 臺灣書店歷史漫步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5716 機械工業七十年史 黃博治, 王正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1381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摘要與全文光碟. 2015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論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512 談談熟溜病的對治 益西彭措堪布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29 普賢行願品講記 請入普賢願海 益西彭措法師編述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38536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138543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38550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6199 A compassionate life: venerable Master Miao Lien Miao Lien Shi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506 尼采超人講座: 超越自己.遇見自己 朴贊國著; 王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444 咖啡手帳X香港: 咖啡職人的愛與勇氣 譚聿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2069 魚語 原華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箱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質人文化創意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靈巖山寺



9789865702076 魚語 原華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228 絲繡筆記: 筆記三編 (清)朱啟鈴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242 大元馬政記 佚名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259 文房肆攷圖說 (清)唐秉鈞纂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266 道德經注 (元)吳澄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273 書目叢編: 日本訪書志 (清)楊守敬撰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54280 九經三傳沿革例 (宋)岳珂撰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442 風靡世界的143道魔法椰子油料理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59 風靡日本的72道燜燒罐養生料理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66 風靡日本的93道低醣料理: 吃得美味又健康,三高不再來!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73 陽臺種菜種花香草 楊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80 超人氣美味常備菜便當: 利用冷凍&冷藏的備菜食材來完成美味便當x300道主婦の友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59 不起眼の營養食材變佳餚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66 享用141道天然食材的好料哩，這樣吃就對了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80 孩子不可不知: 40個影響世界發展的歷史人物 克萊兒.奧思托非, 蘇菲.德牧農杭作; 艾勒文恩等繪; 謝孟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6097 為什麼你跟我不一樣?告訴你長大後身體的祕密梅爾舍, 瑪利亞.巴斯掛作; 貝雷.馮德.卡佈雷, 歐.卡拉尼亞.伊達繪; 李家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300 孩子一定要體驗的勇氣大挑戰: 角色扮演冒險王保羅.博拜爾作; 文森.儒拜爾, 讓.巴蒂斯特.雷諾繪; 余振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5317 孩子一定要體驗的情境冒險: 遊戲百寶箱 碧翠絲.艾潔瑪, 艾曼紐.勒波緹作; 奧蕾莉.布拉-甘達等繪; 張喬玟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617 功夫熊貓. 2, 神祕的身世: 電影故事繪本 凱西.哈伯卡(Cathy Hapka)作; 鄧捷文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624 輪轉一片天: 鄭自強的生命故事 鄭自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631 功夫熊貓. 2: 電影小說 崔西.威斯特作; 鄧捷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648 到遊樂園玩科學. 2, 讓人屏息的旋轉與翻轉 奈森.利波拉(Nathan Lepora)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655 到遊樂園玩科學. 1, 讓人尖叫的瘋狂速度 奈森.利波拉(Nathan Lepora)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662 到遊樂園玩科學, 3. 讓人心跳加快的爬升與下墜奈森.利波拉(Nathan Lepora)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49679 到遊樂園玩科學. 4, 讓人讚嘆的機械運轉 奈森.利波拉(Nathan Lepora)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329 夏學餘瀋 毓解老子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吳克, 劉昊恭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752 印祖談家庭教育 印光大師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76340 福智十善法教學指引(教學綱要故事總目錄) 福智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572976357 福智十善法教學指引 福智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第1輯 1

9789572976364 福智十善法教學指引 福智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第2輯 1

9789572976371 福智十善法教學指引 福智協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第3輯 1

9789868169418 淨土五經 鳩摩羅什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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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6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養正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正堂

稻田



978986925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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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2

978986925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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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2

978986925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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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2

978986925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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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213 芳香療法與樂齡保健 吳佩璇, 謝雅雯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272 簡單&有趣の食物造型120: 完成度100％!讓食物看起來更好吃!浜千春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47897 徹底遠離食安風暴這樣買&這樣吃就對了!: 80種新鮮蔬果挑選&對症食譜大公開!簡芝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296 黑感情整理術: 讓負面情緒蛻變成正向的快樂能量!袰岩奈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203 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優惠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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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6306 校園深耕閱讀參考指南: 童書讀寫教學案例 吳淑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臺灣童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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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德安姿產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3864 靈性的覺醒: 在危機中擺脫危機 麥可.萊特曼作; 周友恒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71 這個世界會更好 麥可.萊特曼作; 周友恒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88 定數: 世界的末來由歷史決定、人類的末來源自過去、現在的轉機因卡巴拉開啟麥可.萊特曼作; 周友恒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83895 音樂大夫的樂理 杭士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3901 看得見的未來 麥可.萊特曼作; 周友恒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54 心理魔法壺 嚴文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78 筆尖上的信仰: 藏密唐卡背後的故事 孟思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85 上帝之光: 聖經中最不能錯過的故事 林彥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1692 先知的啟示: 古蘭經中最經典的故事 吳學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24 朝聖之旅: 宗教聖地口耳相傳的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31 大道無邊: 道教流傳最傳神的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48 雪域梵歌: 藏傳佛教流傳最神奇的故事 活佛確真降措仁波切, 堪布土丹尼瑪仁波切審訂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55 Kodi的色鉛筆: 寫食煮意練習本 Kodi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62 是金子總會發光 陳鵬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79 畫知道答案: 隱匿在圖畫裏的心理奧秘 康耀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86 星際議程首部曲: 宇宙議事廳訊息 軍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86 星際議程首部曲: 宇宙議事廳訊息 軍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93 角落的美好 曹昌堯作 平裝 1

9789869261906 性愛簡史: 為什麼嘴上談愛,腦袋裏會想到性 肉唐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13 不一樣的色彩心理學 康耀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20 心理諮商師鎖在抽屜裏的心靈秘密 嚴文華, 付小東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82 大法西來: 漢傳佛教流傳最殊勝的故事 活佛確真降措仁波切, 堪布土丹尼瑪仁波切審訂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99 拈花微笑: 禪宗公案裡最有禪意的故事 活佛確真降措仁波切, 堪布土丹尼瑪仁波切審訂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08 非常道: 道教諸神不為人知的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15 星座靈數108型人格解密 丹尼王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樂果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659 工程數學(精要版) 劉明昌, 李聯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666 生物化學 陳明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673 基礎生物化學 陳明毅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6289 企業架構與資訊科技研討會發表論文集暨大會手冊. 2015年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學院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440 琺瑯深烤盤料理: 一個餐盤就搞定! 川上文代[作] 平裝 1

9789866252457 斷糖瘦身食譜:日本最新話題料理!一起健康變瘦吧!西脇俊二, 大越鄉子[作] 平裝 1

9789866252464 挑戰!騎乘技巧全面進化公路車技術強化書 樂活文化編輯部編; 林鍵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125 世紀級玫瑰育種家栽培書.愛上玫瑰&種好玫瑰的成功栽培技巧大公開木村卓功作;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32 Jeweled Bouquets.圓形珠寶花束: 閃爍幸福&愛.繽紛の花藝: 38款妳一定喜歡的婚禮捧花張加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49 綠色穀倉的美麗乾燥花練習本 Kriste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33156 可愛無極限.桌上型多肉迷你花園 インタープランツネット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63 花時間: 玫瑰戀物語: 新鮮多彩花氣象.永恆牽絆的愛&美Enterbrain著; 周欣芃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3170 花禮設計圖鑑300: 盆花+花圈+花束+花盒+花裝飾.心意&創意滿點的花禮設計參考書Florist編輯部著; 陳妍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噴泉文化館

送存冊數共計：25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692 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 1930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許佩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21 娜拉,如果妳在挪威長大 李濠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338 全球化矛盾: 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822 劍橋兒童英語檢定教戰系列: 單字文法必修版 謝佩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1708 字母拼讀輕鬆學 Dinger Chen, Jolene Wang作 其他 1

9789869191715 新多益 全方位攻略 邱顯懿, 董幸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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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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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505 無極限 李宓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適時夢想起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緯峰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拼英文教實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004 10件事,包你懂網路: 網路科技啟動。樂齡世界接軌科技慢慢學TechMeSlowly.com著; 黃麗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1004 10件事,包你懂網路: 網路科技啟動。樂齡世界接軌科技慢慢學TechMeSlowly.com著; 黃麗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202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發展歷程之研究(1895-2001):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令之探討為主許淑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552 高雄乾華閣: 吳文乾掌中風華 林永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78569 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581-617) 朱振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76 中國民國民主憲法十講 中華民國張軍勱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83 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 中華民國張軍勱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590 歲月凝香: 倪曉容現代彩墨畫集. 2015 倪曉容作 平裝 1

9789866078606 醫生與社會防衛: 論十九世紀法國公共衛生學與犯罪學之關係陳樂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613 血紅的桂冠: 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鄭永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78637 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面面觀: 日本.中國.臺灣.韓國.在日朝鮮人學校菊池一隆著; 張新民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644 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 薛化元, 楊秀菁, 蘇瑞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651 見錄歌仔戲 呂福祿口述; 廖秀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947 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作; 黃美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90961 飢餓的盛世: 乾隆時代的得與失 徐徹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悠遊



9789869190978 美國世紀締造者: 六位朋友與他們建構的世界秩序華特.艾薩克森, 艾文.湯馬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0978 美國世紀締造者: 六位朋友與他們建構的世界秩序華特.艾薩克森, 艾文.湯馬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0985 法國大革命講稿 艾克頓勳爵著; 高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90992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戰爭的悲憐 尼爾.弗格森著; 歐立遠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87458 和親霸君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65 勾你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72 迷情禁果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89 別愛陌生人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496 雙面情婦 培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02 午夜十二點鐘聲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19 卡車正妹 米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26 總裁情狼 安琪[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33 情婦合約 偌兒[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40 壁咚總裁 黎沁[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57 總裁你誰啊? 朱苓[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64 出嫁不隨夫 紀珞[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71 心機總裁 棠芯[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88 茶包特助 培果[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595 愛你也恨你 紀瞳[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601 總裁的賭注 唐絹[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618 賠你一夜情 衣沅[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787625 冷君情深 秀人[作]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鄭媛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006 雪: 郭定原彩色風景攝影集 郭定原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204 尊爵米蘭登軟雕塑藝術 米蘭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469 假如我們什麼都不怕 周耀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76 富稅時代 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著; 詹文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83 為夢想逆向而行: 在冰島的孤寂迷夢,尋找渺小但勇敢的自己羅曉韻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8490 神器!水波爐料理全書 水波爐同樂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02 總統的品格: 我們有這樣的總統可以選嗎?佩佩.穆希卡的典範傳奇毛利修.拉布費迪(Mauricio Rabuffetti)著; 馮丞云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511 潘蓬彬油畫集. 2016年: 黃山腳下十四天 潘蓬彬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002 美麗邂逅: 周清河詩選 周清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潘蓬彬油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學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鋒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緩慢民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030 只能在京都遇見的二十三間書店 玄光社編輯部著; 陳惠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05047 裸體抗砲: 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 蔣竹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630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 持松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809 樹人學報. 第十期 黃文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27816 樹人學報. 第十一期 黃典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196 康提基號北極探險記 阿部弘士文; 張東君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8600 去問貓巧可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8617 聽寶寶說話: 幫助0~6歲幼兒建構一顆好用的腦袋!周育如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8624 超科少年.SSJ: 力學奇葩牛頓 呂育修等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8631 超科少年.SSJ: 生物怪才達爾文 周彥彤等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8648 超科少年.SSJ: 星際使者伽利略 呂育修等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8655 超科少年.SSJ: 電學秘客法拉第 呂育修等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8662 貝蒂不想不想去睡覺 史帝夫.安東尼(Steve Antony)文; 柯倩華譯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親子天下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震曜



9789869248679 學習動機: 決定孩子學習成敗的關鍵 伊旭塔.雷曼(Ischta Lehmann)作; 賓靜蓀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8686 專注力: 幫助孩子更輕鬆有效的學習 佩特拉.索爾布里茲(Petra Thorbrietz)作; 楊文麗,葉靜月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8693 口琴使者 潘.慕諾茲.里安(Pam Muñoz Ryan)文; 林育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401 那年春假,貓,小哲與我 湯本香樹實文; 王蘊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418 因為寶寶笑了 大成由子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61425 賴馬家的52週生活週記簿 賴馬,賴曉妍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432 親師SOS. 2: 交心: 啟動孩子的內在動機 蘇明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449 達克比辦案. 4, 尋找海洋怪聲: 用聲音幫助捕食的動物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456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賴馬文.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261463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61470 早起的一天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61487 繪本大變身!: 152個情境遊戲玩出大能力 袁巧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494 妖怪小學. 2, 遲到六人組 林世仁文; 林芷蔚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522 誰是假裝的 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文.圖; 尉遲秀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1539 看不見的敵人 阿部夏丸文; 林小杯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546 到底是誰呀 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文.圖; 尉遲秀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1553 我想做個好父母 蔡穎卿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0783 法國甜點聖經平裝本. 3: 巴黎金牌主廚的巧克力、馬卡龍與節慶糕點課Christophe Felder)著; 郭曉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13 杯子蛋糕幸福上桌: 糕體、糖霜到裝飾,輕鬆完成戚黛黛, 蒙順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578 焦糖,甜甜心!! 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20 外傭學做中國菜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37 手作巧克力點心教室: 甜蜜的黑色魔力 許正忠, 林倍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44 學做麵包的第一本書: 12個基本做法,教你完成零失敗的歐日麵包Sarah Yam@麵包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851 媽媽教我做的糕點 賈漢生, 丁松筠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橘子文化



9789863640868 跟著大廚做法國菜 Melanie Martin著; 林雅芬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708 靈性的覺醒: 透視生命真相的智慧之書 劉坤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5962 世界葡萄酒地圖 Hugh Johnson, Jancis Robinson著; 王琪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288437 向大師學畫: 從寫實派、印象派到立體派,400年名畫技法的14堂經典臨摹課Parramón編輯群作; 常文心,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24 改變歷史的50種機械 艾力克.查林(Eric Chaline)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31 世界咖啡地圖 James Hoffmann著; 王琪, 謝博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148 印花設計學: 從包裝、文具到織品,啟發手作人與設計師的印花設計技巧潔西卡.斯維夫特(Jessica Swift)著; 廖怡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55 禪繞之美: 137位全球頂尖禪繞藝術家作品集 蘇珊.麥尼爾(Suzanne McNeill), 辛蒂.雪帕德(Cindy Shepard)著; 喬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79 喝遍義大利 陳匡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193 魔法蛋糕全書: 爽口布丁＋濃郁奶霜＋輕盈天使,烘焙玩家的聰明配方,0經驗也可以一氣呵成做出令人讚嘆的華麗糕點!克莉絲黛.雨耶-戈梅茲(Christelle Huet-Gomez)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09 野生動物禪繞: 禪繞X彩繪,插畫家的動物禪繞、著色練習郭彥斌(Ben Kwok)著; 呂珮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16 深杯子: 原來葡萄酒跟我想的不一樣,我在歐洲學酒學到的事王依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23 川上文代鑄鐵鍋料理全書: 從大、中、小鍋到烤皿,簡單3步驟、120道食譜,日常餐桌、宴客派對輕鬆上菜!川上文代著; 優姬紗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47 去買伊比利豬 野地秩嘉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261 餐桌上的款待藝術: 向料理家學習擺盤技巧與人氣食譜,人人都能在家請客、優雅上菜中村美穗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407 隨方留圓. II, 陳氏古玉珍藏: 玉璜. 玉管. 珮飾玉器陳清佐賞析撰文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隨方留圓人文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衡山國際心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0077 趣味漫畫<>. 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084 趣味漫畫<>. 宋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091 趣味漫畫<>. 遼夏金元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107 趣味漫畫<>. 遼夏金元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114 趣味漫畫<>. 明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121 趣味漫畫<>. 明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138 趣味漫畫<>. 清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145 趣味漫畫<>. 清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908 觀音媽過頭 蔡武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915 竹林山寺十八手觀音佛祖信仰的源流與變遷 蔡武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488 噩運.兌換 姚芝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9554 制敵機先: 中國古代諜報事件分析 鄒濬智, 蕭銘慶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璞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龍玄文化創意



9789865729660 國際村上春樹研究. 輯二 黎活仁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48 眷眷明朝: 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吳政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86 與虎頭蜂共舞: 安奎的虎頭蜂研究手札 安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00 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 鄭易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31 聚眾活動處理的政策管理 朱金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48 人權之基本原理 許慶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79 最後的王朝: 大清帝國的崛起 于培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86 最後的王朝: 大清帝國的衰敗 于培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25793 川上流雲: 中國文化名人瑣記 張建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09 洞悉蔣經國 陳守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16 多餘的話: 瞿秋白獄中反思錄 瞿秋白著; 周楠本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30 東亞人文. 2015年卷 樂綱, Robin Visser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47 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 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李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61 春申續聞 陳定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78 春申舊聞 陳定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85 晚清民國史事與人物: 凌霄漢閣筆記 徐彬彬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4992 蔣夢麟與北京大學 陳永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03 黃旭初回憶錄: 抗戰前、中、後的廣西變革 黃旭初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10 黃旭初回憶錄: 孫中山與陸榮廷的護法暗鬥 黃旭初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27 清朝官場祕聞: <><>合刊 李岳瑞, 陳恒慶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0458 讀錢記: 誰把歷史藏在錢幣裡 韓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275 SPEC. 5, Workbook Otto Condliff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82 Super skills book. 5 Chris Waite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90299 Super skills book. 3 Jim Harvey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學生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601 Alice ESL Phonics. P9, Around the Town Stacy Kuo[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0934 陷阱分析法 許績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941 技術指標帶你進入選擇權交易 元大期貨, 陳昱宏, 黃俊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0958 股票作手回憶錄(經典版) Edwin Lefevre著; 真如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1442 殘留思念搜查: 唯我獨尊教師&高中生莉音的讀心檔案相曲祐樹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59 追憶夜想曲 中山七里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66 書樓弔堂: 破曉 京極夏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73 選民服務是解謎!?國會偵探漆原翔太郎事件簿 天稱涼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480 惡德偵探制裁社! 松岡圭祐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51497 初戀品鑑師 初野晴著; 陳姿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03 祈禱師鄉內: 怪談始末 鄉內心瞳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10 惡靈島 橫溝正史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27 小異邦人 連城三紀彥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34 尋找回憶的偵探們 鏑木蓮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541 停在三樓 石持淺海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龍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356 職場禮儀 陳明琪, 張誠允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27363 職場禮儀 陳明琪, 張誠允作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332 次世代數位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醒吾科技大學次世代數位科技研討會編審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9789869127349 新一代數位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醒吾科技大學新一代數位科技研討會編審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377 文化數位創意加值競賽優秀作品集. 2014 楊孟蒨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148 李國修與臺灣當代劇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廖瑞銘主編 平裝 1

9789865733391 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彭瑞金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610 兒童DIY創意膠凍實作食譜 段盛秀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興和美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靜宜大學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1

醒吾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醒吾科大資訊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448 「2010年後的告白」 吳炫三.池上鳳珠創作展 沈欣穎, 林洧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448 「2010年後的告白」 吳炫三.池上鳳珠創作展 沈欣穎, 林洧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294 觀音法門隨身佛堂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7009 李木林九秩晉: 藝文書法創作專輯 李木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7016 明人書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抄經本)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1822 Return to our pure nature Shih Cheng Yen[著] 其他 1

9789866661853 無量義經經藏演繹集選曲譜室內樂譜 釋德慇製作 平裝 1

9789866661921 The essence of infinite meanings: Teachings on the adapted verses of the sutra of infinite meaningsShih Cheng Ye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61969 小小羊兒會流淚(中英對照版)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1976 藥師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6661976 藥師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2

9789866661983 藥師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6661983 藥師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6661990 Being At Peace(Lessons on Living & Dying) Shih Cheng Yen[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築風陶笛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靜思人文

送存冊數共計：1

築空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501 漫遊世界: 陶笛重奏曲集 蔡耿昌編著; 許銘顯編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807 畫道: 十種. 六, 左手書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2475 中國書院史話 學海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482 文鏡祕府論 遍照金剛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142482 文鏡祕府論 遍照金剛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142499 蒙古史論叢 扎奇斯欽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2505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142505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142512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142512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142529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142529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142536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142536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4冊 1

9789576142543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576142543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5冊 1

9789576142550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576142550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6冊 1

9789576142567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9789576142567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7冊 1

9789576142574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1

9789576142574 清史雜筆 陳捷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第8冊 1

9789576142598 蘇齋題跋 翁方綱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604 寐叟題跋 沈曾植著 初版二刷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2611 枕經堂金石題跋 方小東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628 范氏碑帖紀證 范大澈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635 夢碧簃石言 顧夑光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642 粵東金石略 翁方綱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659 藤花亭書畫跋 梁廷枬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666 嶺南畫徵略 汪兆繡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405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 vocabulary 2000 賴素如, 毛振平, Ian Crews策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373 烘焙大師的限量版私房蛋糕甜點課 何國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403 經典巴黎風閃電泡芙 鄭清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704 Voices from the ETA World: a critical casebook for Fulbright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s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38

賴素如英文顧問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30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rtuguese(brazilian). basic. 1, fluency moduleMike Campbell編] 平裝 1

978986567727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tal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編]; Marta Biffi[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7728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tal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編]; Marta Biffi[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7729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Ital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編]; Marta Biffi[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06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rtuguese: Brazilia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07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rtuguese: Brazilian: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Isabel Carneiro[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11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ed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rkus Bruus[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12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ed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rkus Bruus[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13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wedis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rkus Bruus[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343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lcelandic.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Ingi Petursson[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350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lcelandic.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Ingi Petursson[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36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lcelandic.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Ingi Petursson[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43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tal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osep Arenas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44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tal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osep Arenas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45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tal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osep Arenas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527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53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54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896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zech: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編著 平裝 1

978986562100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Ukrain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Volodymyr Nesin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01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Ukrain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Volodymyr Nesin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02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Ukrain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Volodymyr Nesin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162 Glossika大量句子: 邵語入門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179 Glossika大量句子: 邵語入門 康邁克編著; 康邁克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32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ungar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tuz András 編著 平裝 第1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諾森貝登



978986562133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ungar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tuz András 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34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ungar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Matuz András 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353 Glossika大量句子: 匈牙利語流利 康邁克, 陳珮瑜, András Matuz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360 Glossika大量句子: 匈牙利語流利 康邁克, 陳珮瑜, András Matuz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377 Glossika大量句子: 匈牙利語流利 康邁克, 陳珮瑜, András Matuz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803 Glossika大量句子: 烏克蘭語流利 康邁克, Volodymyr Nesin,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810 Glossika大量句子: 烏克蘭語流利 康邁克, Volodymyr Nesin,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827 Glossika大量句子: 烏克蘭語流利 康邁克, Volodymyr Nesin,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13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ntonese(Hong Kong)FluencyMichael Campbell, Percy Wong編著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14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ntonese(Hong Kong)FluencyMichael Campbell, Percy Wong編著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15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antonese(Hong Kong)FluencyMichael Campbell, Percy Wong編著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40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Dut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an Baars[編著]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41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Dut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an Baars[編著]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42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Dut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an Baars[編著]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58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For Teenagers)Fluency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1st.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59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For Teenagers)Fluency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1st.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60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For Teenagers)FluencyMichael Campbell, Naoki Watanabe[編著] 1st.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947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Allemand. Couramment 1(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0954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Allemand. Couramment 2(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0961 Glossika méthode syntaxique: Allemand. Couramment 3(法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1098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Anglais(Americain) parler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10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Anglais(Americain) parler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11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Anglais(Americain) parler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128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Espagnol(Castillan)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135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Espagnol(Castillan)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142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Espagnol(Castillan)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Nuria Porras,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180 Glossika vielsätze: Süd Min(Taiwa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197 Glossika vielsätze: Süd Min(Taiwa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03 Glossika vielsätze: Süd Min(Taiwane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10 Glossika vielsätze: Franzö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27 Glossika vielsätze: Franzö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34 Glossika vielsätze: Franzö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41 Glossika vielsätze: Chinesisch(Mandarin). Sprachbeherrschung 1(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58 Glossika vielsätze: Chinesisch(Mandarin). Sprachbeherrschung 2(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65 Glossika vielsätze: Chinesisch(Mandarin). Sprachbeherrschung 3(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72 Glossika vielsätze: Englisch(Amerik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89 Glossika vielsätze: Englisch(Amerik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296 Glossika vielsätze: Englisch(Amerik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302 Glossika vielsätze: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319 Glossika vielsätze: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326 Glossika vielsätze: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1版 其他 1

9789864381333 Glossika vielsätze: Hakka. Sprachbeherrschung 1(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等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340 Glossika vielsätze: Hakka. Sprachbeherrschung 2(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等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357 Glossika vielsätze: Hakka. Sprachbeherrschung 3(德語版)Michael Campbell等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517 Glossika vielsatze: Chinesisch(Traditionell)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524 Glossika vielsatze: Chinesisch(Traditionell)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531 Glossika vielsatze: Chinesisch(Traditionell)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Sheena Che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10276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French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8701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Henning Vogler[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871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Shirakwa[編著] 平裝 1

978986438181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urkis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Davut Deger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83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Turkis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Davut Deger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438196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abic(Standard)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Zainab Dahou[編著]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97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abic(Standard)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Zainab Dahou[編著]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98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abic(Standard)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Zainab Dahou[編著]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99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Simplified)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Ray Jin[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4382347 Glossika大量句子: 土耳其語 流利 康邁克編著; Davut Deger,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354 Glossika大量句子: 土耳其語 流利 康邁克編著; Davut Deger,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361 Glossika大量句子: 土耳其語 流利 康邁克編著; Davut Deger, 陳珮瑜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408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德語 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Henning Vogler作 平裝 1

9789864382415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日語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Shirakawa作 平裝 1

9789864382637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ongolian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644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ongolian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651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ongolian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Gungaadash Oyunsuren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699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蒙古語, 流利 3 陳珮瑜, Gungaadash Oyunsuren[作] 1版 其他 1

978986438273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Greek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Dimitris Christoulias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74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Hindi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Saumya Noah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750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Hindi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Saumya Noah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76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fluidezDaisy Gomez,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77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fluidezDaisy Gomez,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78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fluidezDaisy Gomez,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798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ruso fluidezDaisy Gomez, Ksenia Ortyukova[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804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ruso fluidezDaisy Gomez, Ksenia Ortyukova[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81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ruso fluidezDaisy Gomez, Ksenia Ortyukova[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82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wenzhounese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Jiahan Shang[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83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wenzhounese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Jiahan Shang[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84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wenzhounese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Jiahan Shang[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859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exican Spanish.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Daisy Gomez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86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exican Spanish.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Daisy Gomez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87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exican Spanish.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Daisy Gomez編著 其他 1

978986438288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89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90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91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talienisch sprachb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Michele Fortun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92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talienisch sprachb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Michele Fortun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93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talienisch sprachb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Michele Fortun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941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frances fluidezDaisy Gomez, Maxime Paqui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958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frances fluidezDaisy Gomez, Maxime Paqui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965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frances fluidezDaisy Gomez, Maxime Paqui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00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lonais introduction aux affairesMaxime Paquin, Eliza Lud作 平裝 1

978986438301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2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3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Niederlä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Jan Baars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4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talienisch sprachb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Michele Fortu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5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talienisch sprachb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Michele Fortu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6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Italie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Michele Fortuna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7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Chinesisch (Vereinfacht)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Yuan Ya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85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Chinesisch (Vereinfacht)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Yuan Yan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309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Chinesisch (Vereinfacht)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Yuan Yan作 第1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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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283 賣場管理督導手冊 林幼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290 採購談判與議價技巧 丁振國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306 連鎖店督導師手冊 宋經緯, 宋憲仁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313 生產訂單運作方式與變更管理 任賢旺, 歐陽海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124

靜雅堂



9789863690320 企業培訓活動的破冰遊戲 蔣德劭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337 商品管理流程控制 鄧崇文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344 採購管理實務 丁振國編著 增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3690351 如何管理倉庫 黃志強編著 增訂八版 平裝 1

9789863690368 店長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增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3690382 解決問題能力培訓遊戲 吳克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341 非寂寞芳心 喬一樵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79358 說了愛之後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58 說了愛之後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65 超越極限 龍雲作 平裝 1

9789869079365 超越極限 龍雲作 平裝 1

9789869079372 今天,還愛我嗎?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72 今天,還愛我嗎?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89 雙刀 喬一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9389 雙刀 喬一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09936 自性光明: 法界寶庫論 龍欽巴尊者原著; 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講述; 張福成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50 穿透《心經》: 原來,你以為的只是假象 柳道成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67 偉大的不丹傳奇.五大伏藏主之一: 貝瑪林巴之生平與伏藏教法貝瑪林巴作; 莎拉.哈定(Sarah Harding)英譯; 普賢法譯小組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09981 直顯心之奧秘: 大圓滿無二性之殊勝口訣 祖吉貝瑪.里沙仁波切作; 楊書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19981 一行禪師講金剛經 一行禪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頤蓁文學



9789861288543 一行禪師談生命真正的快樂: 金錢與權力能帶給你什麼?一行禪師作;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051 法國清新舒壓著色書45: 海底嘉年華 Mesdemoiselles小姐們著; 武忠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068 覺悟者的臨終贈言: <> 堪布慈囊仁波切講述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075 放過自己:揭開我執的騙局,找回心的自在 圖敦.耶喜喇嘛(Lama ThubtenYeshe)著; 林義雄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105 智慧之光 蓮花生大士作; 蔣貢.康楚釋論; 普賢法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01806 國考英文字彙一把抓 英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5954 曹容全集 曹容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171 會計學. IV, 教學講義 玲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188 (完封勝)化學指考總複習 李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195 (即刻診斷)圖解地理五大題型 念山, 蔡雨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837 財政法制的新視野 羅承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44 變局與因應: 中國大陸政經政策之實踐分析 徐淑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學儒數位科技



9789865860851 共治類型與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經驗 張峻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68 醫療過失犯罪中的信賴原則: 理論及其適用問題研究劉躍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75 票據抗辯之研究 宋瑞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82 政府採購決標實務 王國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899 刑法論文集: 正義、人權與枉法裁判 劉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0905 致命貿易: 南亞地區輕型兵器與小型武器擴散 蔡裕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48012 施江鳳書畫創作選集. 第五集, 書畫陶瓷雅韻茶器施江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276 365靈命日糧精選 李慶良等著; 財團法人基督教真理文化傳播基金會翻譯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575568337 365靈命日糧精選 李慶良等著; 財團法人基督教真理文化傳播基金會翻譯初版2刷 其他 第5冊 1

9789575568344 道德除害傳: 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 黎子鵬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351 道德除害傳: 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 黎子鵬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368 救恩神學 趙天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375 以神的名禱告 東尼.依凡斯(Tony Evans)著; 方美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5568382 真敬拜 沃恩.羅伯茨(Vaughan Roberts)著; 梁希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412 萬國代禱手冊 萬迪克(Jason Mandryk), 沃莫莉(Molly Wall)編; 顧華德, 黃懿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6323 靜觀齋律詩集 釋惟誠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靜觀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蕙蘭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9495 流浪騎士等上工 麒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01 極道野獸 長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25 戀愛要在放課後 梨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32 鬼入寓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49 資幽生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63 死靈村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87 主廚的睡前點心 志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94 紅牌的偷情邀約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00 空少的夜間服務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242 東坡詩主題研究 楊景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6768 和諧 伊藤計劃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200 全世界最大的願望 卡洛琳.可娜罕(Carolyn Conahan)文.圖; 黃晉瑋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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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鴻林圖書



9789869246217 掉出書裡的大野狼 提利.羅伯埃克特(Thierry Robberecht)文; 葛雷果.馬畢爾(Gregoire Mabire)圖; 黃晉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224 你想要當什麼呢? 阿里安娜.帕皮妮(Arianna Papini)文.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231 媽咪,有人笑我...... 露意莎.阿吉拉(Louisa Aguilar)文; 安德列.聶維斯(Andre Neves)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231 媽咪,有人笑我...... 露意莎.阿吉拉(Louisa Aguilar)文; 安德列.聶維斯(Andre Nev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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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62430 二維與三維列聯表資料分析 馮文俊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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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337 亞洲區域經濟與地方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生物科技與特色產業發展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 2015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537 彌勒皇道行. 二十九部曲, 光焰聖者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544 彌勒皇道行. 三十部曲, 磁石傳說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優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庭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734 絕處逢生: 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 許添盛口述; 張雅真文字整理 三版 其他 1

9789866436741 癌症不是絕症: 20個威力強大的癌症療癒心法 許添盛主講; 周和君執筆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758 許醫師抗憂鬱處方: 當心理治療遇上韋小寶...... 許添盛口述; 王季慶執筆 三版 其他 1

9789866436765 信任: <>讀書會. 2 許添盛口述;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772 一日一修練: 輕鬆點,永遠有希望 許添盛主講; 戴禹鑌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6164 被音樂附身的卡德曼小姐 Margaret Mahy著; Korky Paul繪圖; 蔡子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6317 設計的力量: 如何讓百年老牌煥然一新 David Butler, Linda Tischler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324 生薑女神的養生美容下酒菜 森島土紀子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393 假嗓低唱君之代 丸谷才一著; 吳佩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09 財富大逃亡: 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 Angus Deaton著; 李隆生, 張瀞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09 財富大逃亡: 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 Angus Deaton著; 李隆生, 張瀞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16 思想史. 5, 明清思想史專號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30 朱鷺號三部曲. 一, 罌粟海 Amitav Ggosh著; 張定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30 朱鷺號三部曲. 一, 罌粟海 Amitav Ggosh著; 張定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47 小兔子的奇怪森林迷宮 信子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61 陳逸松回憶錄. 戰後篇: 放瞻兩岸波濤路 曾健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78 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 盧梭著; 苑舉正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85 被詛咒的勝利: 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 Ahron Bregman著; 林書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508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0846508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0846515 從王權、專制到民主: 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蔡英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522 竹筴魚要從哪裡吃起?: 約會、宴席、餐敘,印象一百分的用餐禮儀迷你丸, Blockbuste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539 臺灣人文茶器 吳德亮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聯經



9789570846546 你從哪裡來 王秀英, 尹雯慧, 吳文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553 琉璃有光 李麗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560 黑水 平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577 香藝之家 黃惠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591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46591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46607 不山不市的小學生攝影課 張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614 愛麗絲幻遊奇境與鏡中奇緣 Lewis Carroll著; 王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621 記得那海的味道 鉛筆馬丁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638 地下全壘打王 朱宥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652 西方世界的興起 Douglass Ceeil North著; 劉瑞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669 時尚現代性 張小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676 媽咪怎麼了 陳盈帆著; 陳又凌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690 往年紀事: 勞倫特編年史譯注 聶斯特著; 陳仁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706 中國轉型六問: 富國強兵之外 陳宜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713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胡頌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0846720 你一定要知道的50種致命傳染病: 登革熱、流感、伊波拉、愛滋病......奪命病菌,就在你身邊!Peter Moore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737 我是莎士比亞!: 60金句+漫畫讀懂他的一生傳奇Donovan Bixley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744 語言癌不癌?: 語言學家的看法 何萬順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751 外貿銀行中國業務實務: 債權確保、外匯、自貿區、財稅富蘭德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775 中東鐵路的修築與經營(1896-1917): 俄國在華勢力的發展譚桂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782 魔鬼之舞 . 第二幕, 浴火 Yelena Black著; 沈曉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799 新家樹上的大壞蛋 Margaret Maht著;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6812 高爾夫與中國夢 Dan Washburn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29 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 習近平掌權之路 峰村健司著; 蘆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36 心 董啟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50 回不去了。然而有一種愛 蔡詩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898 能量瑜珈: 躺著做瑜伽. 1, 按摩前身 馮蕊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46904 整廠輸出契約之研究 劉鶴田著 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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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951 會計學統測最前線滿分Easy Go 吳秀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3387 烈酒一滴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易萃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704 地板下的原子: 從廚房到客廳,從洗衣、揉麵糰到書架上的灰塵,日常生活裡的71個物理不思議克里斯.伍福(Chris Woodford)著; 蘇楓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728 看不見的聲音,聽不到的畫 大竹申朗著; 西島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766 墮落之際 妮基.法蘭齊(Nicci French)著; 陳靜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773 隱系人類: 浮誇視界裡的沉默菁英 大衛.茨威格(David Zweig)著; 高子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780 失蹤日記 吾妻日出夫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797 殘骸線索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著; 藍目路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4810 圖解資料學: 從51個關鍵主題,全面掌握文字型資料、資訊圖表到大數據的蒐集分析與運用王友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803 恐懼的研究 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827 設計的材料: 創意x實驗x未來性,從原始材料到創新材質的112個設計革命克里斯.萊夫特瑞(Chris Lefteri)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834 投資金律: 建立獲利投資組合的四大關鍵和十四個關卡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著; 黃逸華, 陳昌儀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841 易天華降三高一步活氧操: 每天二十分鐘,三套拳活絡血氣、加速血糖代謝、按摩內臟解脂,打造長壽好體質易天華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354858 動物的武器: 從糞金龜、劍齒虎到人類,看物種戰鬥的演化與命運道格拉斯.艾姆蘭(Douglas J. Emlen), 大衛.塔斯(David J. Tuss)著; 王惟芬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865 失落的指紋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嚴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4872 三口棺材 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著; 翁裕庭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4889 死亡有百萬張臉 米歇爾.仇克斯(Michael Tsokos)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9

聯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9789862354902 如果選項有兩個,選第三個: 思考大師狄波諾的思考力訓練11講愛德華.狄波諾(Edward de Bono)著; 吳春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4919 私密信件博物館 史恩.亞緒爾(Shaun Usher)著; 子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926 復古雜貨好日子: 老元素X新配件,日本居家布置達人的60個微提案,打造懷舊與時尚兼具的生活空間瀧本真奈美著; 陳映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933 別管黑洞了,跟著霍金上太空!: 一位嚮導,七段旅程,138億年的宇宙旅行克里斯多福.蓋勒法(Christophe Galfard)著;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940 黑女孩 尚-克里斯多夫.卡謬(Jean-Christophe Camus)著;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繪; 周伶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4957 地圖之外: 47個被地圖遺忘的地方,真實世界的另一個面貌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黃中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4964 春夏秋冬,日日食光。生活美學家的鑄鐵鍋料理手帖渡邊有子著; 優姬紗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450 異象的塑造: 史百克傳 白克(Rex G. Beck)著; 趙錫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659 興起發光: 二千年教會史 呂沛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262 耕耘在華文文學田野 古遠清著 平裝 1

9789869220279 「文革」牢獄拍案驚奇錄 項德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279 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 柯文哲核心幕僚談勝選關鍵劉坤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歸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0736 柴米夫妻恩愛多 玉珊瑚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743 柴米夫妻恩愛多 玉珊瑚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774 農家錦繡妻 水月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781 農家錦繡妻 水月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798 撿隻小狐暖被窩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0804 一品玉鑑師 白玖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0811 一品玉鑑師 白玖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0842 御膳房的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859 御膳房的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866 御膳房的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0873 御膳房的娘娘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0880 冒牌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897 冒牌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903 冒牌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910 冒牌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927 冒牌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652951 料理小醫女 梵汐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934 料理小醫女 梵汐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941 料理小醫女 梵汐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958 料理小醫女 梵汐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0965 後宅好日子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0972 後宅好日子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0989 後宅好日子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0996 後宅好日子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9789864651009 後宅好日子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1016 掌家小閨女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1023 掌家小閨女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054 滿宅生香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085 一品藥膳師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1092 一品藥膳師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1108 刺客嬌娘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115 紅樓小吃貨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122 醫娘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1146 旺門福星 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153 旺門福星 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160 旺門福星 甜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1191 嬌妾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207 嬌妾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238 逗妻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1245 逗妻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1252 逗妻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401 TOMICA大全 Neko Publishing Co., Ltd.編著; 丁乃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56987 初初之夜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57397 再為新婦 荀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襪子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41

薩摩亞商百思極



9789862857403 再為新婦 荀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59544 蹩腳小秘書 葉一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417 將軍是妖孽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131 仙俠奇緣之花千骨番外<> Fresh果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216 大丈夫何患無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346 嬌花誰不愛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674 腳鐐皇后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698 腳鐐皇后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681 腳鐐皇后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1704 巧手繡娘 久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711 巧手繡娘 久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1728 巧手繡娘 久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1735 巧手繡娘 久知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1766 秘書馴總裁 于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803 醋老公很黏人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834 下堂妻的美好生活 錦瑟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841 下堂妻的美好生活 錦瑟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1858 下堂妻的美好生活 錦瑟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1865 下堂妻的美好生活 錦瑟霓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1872 旺宅喜娘 玉葫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889 旺宅喜娘 玉葫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1896 旺宅喜娘 玉葫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1902 旺宅喜娘 玉葫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1919 小娘子的金玉良辰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1926 小娘子的金玉良辰 魚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1971 二手青梅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988 半城風月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1995 半城風月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008 半城風月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015 半城風月 十四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022 寒門女匠師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039 寒門女匠師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046 寒門女匠師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053 寒門女匠師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060 我家有只腹黑郎 蘇行樂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077 我家有只腹黑郎 蘇行樂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084 婚不當初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091 把小妻撿回來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107 名花還無主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114 誓要泡到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121 秘書拐進門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138 放養妒夫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145 山上人家 紫玉輕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152 山上人家 紫玉輕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169 山上人家 紫玉輕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176 山上人家 紫玉輕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190 醉妻不認婚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06 流氓拐婚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13 前妻不掉價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20 家妾娶進門 唐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37 初夜只試愛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44 老公不太熟 葉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251 剩妻娶回家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55

麗文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5922 民進黨執政下的政治發展 陳尚志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5977 中西鬼話: 司馬中原與菲南德斯的奇幻世界 劉碧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141 生涯規劃: 大學生的全方位公民發展 孫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158 生命教育: 從繪本「遇見」美麗人生 林乃慧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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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86202 尊重多元.創意教學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19 歷史領航家正傳 王季香等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226 以美濃為方法: 社區實踐觀點的客家論述 洪馨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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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86271 臺南監獄教化活動之研究 謝東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804 史元欽藝文珍寶全集 史元欽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804 史元欽藝文珍寶全集 史元欽撰著 初版 平裝 5

9789869288804 史元欽藝文珍寶全集 史元欽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4920 最後一個道士 夏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13080 失魂雪 鬼谷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097 最後一個道士 夏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35235 驚異!世界史闇黑偉人 黑偉人研究委員會作; 王聰霖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藝文交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7

繪虹企業



9789869235242 詭案組. 4, 藏鏡羅剎 求無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59 腐女到底腐什麼: 耽美最萌-BL至上!攻受無所不在!かつくら編集部編著; 林宜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66 十四年獵詭人. 3, 夜半畫眉 李詣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73 通血管救命飲食法 胡大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80 吃錯油,當然會生病 劉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297 走過歷史 胡惠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507 享受機縫樂趣!手作包機縫技法研究室 猪俣友紀作;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514 1天10分鐘揉揉腳對症按摩法 田邊智美作;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538 琅琊榜 海宴作 二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262545 琅琊榜 海宴作 二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262552 琅琊榜 海宴作 二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262569 琅琊榜 海宴作 二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565 其實你不懂銷售心理學 靳會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349 Lico dino. 3 曾麗風編 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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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7963 夢想美術館 李慈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6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格



9789869097970 老佛爺追思文集 林豐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40128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解剖學、神經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 104年胡明一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135 輕鬆掌握獸醫臨床血液學 Susan M. Cotter原著; 周濟眾等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442 圖說臺灣美術史. III, 深耕戀曲(日治.戰後篇) 蕭瓊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626 陳澄波全集. 第九卷, 收藏. II 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657 臺灣美術全集. 第27卷, 陳景容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695 向大師致敬: 臺灣前輩雕塑11家大展 藝術家出版社編輯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701 王惠民百陶集 王惠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718 臺灣美術研究講義 謝里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725 臺灣美術全集. 第31卷, 李錫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732 山.海.岱員: 鄭建昌創作集(1978-2014) 鄭建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749 山.海.岱員: 鄭建昌創作研究展 鄭建昌著; 蕭瓊瑞撰文 初版 精裝 2

9789862821756 雲霞雕色: 洪平順彩繪藝術特展 王庭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21763 春花夢露: 林英玉作品集(1998-2016) 蕭瓊瑞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889 張大千: 千山大千 何恭上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23896 張大千: 三千大千;十方大千;千山大千合訂本 何恭上撰述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374 臺灣百家.珠寶設計年鑑. 2016 寶之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222 橫剪直裁 手作包袋著走 添田有美作; 李懿文譯 平裝 1

9789869224246 考試王超快記憶術 出口汪作; 田智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253 神奇椰子奶: 不失智の健腦餐桌飲食 白澤卓二監修; 藤沢Celica料理; 莊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260 假日廚房!桌邊的調味盆栽 高浜真理子監修; 植松良枝食譜; 藍嘉楹譯 平裝 1

9789869224284 100%保養級!娜娜媽乳香皂 娜娜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291 天然無毒居家清潔術 林碧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505 美麗的寶島繪畫寫生比賽活動紀念畫冊. 2015 謝千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139 邦查女孩 甘耀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60313 說好一起老 瞿欣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68 沒有你,我什麼都不要 法蘭西絲卡.莫爾(Franziska Moll)作; 林吉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75 雙贏: 千萬業務的王者之路 林裕盛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寶島時代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寶之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9789864060382 愛,就是饅頭夾蛋 Jub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399 看見自己的天才 盧蘇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60405 假牙詩集: 我的青春小鳥 假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12 Jamais vu似陌生感 阿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29 吠 羅麗.摩爾(Lorrie Moore)作; 林熙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36 當校長的10個勇氣 李枝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43 成年孤兒 亞歷山大.李維(Alexander Levy)作; 洪明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67 Mr. Adult大人先生 陳栢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74 華麗的探險: 臨摹英文佳句,練字練心,探索自我(中英對照)薩莉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481 大閱讀: 讓孩子學會27種關鍵能力 宋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702 佛法與華藏 釋行武著 平裝 1

9789869151726 入世不空如來藏 釋行武著 平裝 1

9789869151733 法難拈花 釋行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7626 天夜偵探事件簿. 非人妖異篇 米米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7633 異眼房東的日常生活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7664 異眼房東的日常生活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7671 古董店 林綠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5987688 殺行者. 5, 殺戮本能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695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987701 異眼房東的日常生活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覺學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魔豆文化



9789865987718 Sea voice古董店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5987725 天夜偵探事件簿. 非人妖異篇 米米爾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67343 潛在的な意見の不一致に関する一考察: 台湾と日本の大学生を対象に黃士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173 外套與彼得堡故事: 果戈里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著; 何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0197 關於愛情: 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315 快樂讀古詩.學漢字: 12生肖詩逗趣 佩玟文; 鄭喬栩, 沛沛, 凱柏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3322 快樂讀古詩.學漢字: 12生肖詩逗趣 佩玟文; 鄭喬栩, 沛沛, 凱柏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73339 快樂讀古詩.學漢字: 12生肖詩逗趣 佩玟文; 鄭喬栩, 沛沛, 凱柏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709 神奇熱清湯,喝出燃脂好體質: 一天一杯,排出多餘脂肪、膽固醇,養出減重17kg超強代謝力,補血補鈣最健康!空閑亞紀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716 醫生沒空告訴你的食物營養大全 中村丁次監修; 主婦與生活社編;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723 腸道決定身體免疫力: 人體70%的免疫細胞集中在腸道,讓腸道琳淋巴暢通,就能不生病大橋俊夫著;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730 1日5分鐘,練出女神級傲人美胸 MACO著;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蘭華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灌溉者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櫻花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9789869152747 不靠藥物疾病自癒的真相!: 解開身體運作的謎團,徹底治癒現代醫學無法根治的疾病!安保徹著; 蘇珽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18 日本,一九八二 阮義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3883 好用!解題書. 2015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906 這是一本刑法解題書. 進階篇 夜冶鳴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3920 這是一本物權法解題書 路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3944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法夫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968 就是這本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阿翔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975 就是這本民法體系+解題書 王運時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982 這是一本票據法解題書 米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3999 刑法爭點地圖 周易, 法夫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5302 黑色短篇: 龜毛 Belleaya小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5319 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周凌, 周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5326 就是這本民法債編體系+解題書 阿翔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4906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4913 這是一本民法債編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74920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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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9789865808976 給你一個公司,你能賺錢嗎? 金泰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8822 帶人:讓員工完全臣服的管理術 安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14 問題解決了嗎?: 讓庸才變天才的管理技術 安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21 生命中最棒的時光: 130個觀於愛的故事 羅惠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38 屍殮: 鬼影幢幢七月天 鬼古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45 黃色笑彈葷死了 無碼太次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52 生命中最棒的時光. 2, 165個分享智慧的故事 羅惠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69 人棺 時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83 八面玲瓏不夠用: 真要懂的人際交往心理學 顏之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090 不用大小聲,就能讓別人聽你的 陳如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106 不是販賣「商品」!而是推銷「自己」! 三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137 笑到歪腰 蘇迪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144 逆轉說話術: 別小看一句話的力量! 陳如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151 超恐怖的鬼鬼傳說 鬼古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168 人生逆轉勝的關鍵30件事 瑪緹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182 料事如神: 胡雪巖縱橫商道的祕訣 林崑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05 百鬼夜行: 魔化 雪原雪, 慕雪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212 夭壽讚的笑話大PK 笑笑ㄟ西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368 無双高校聯盟寫真<> 劉學軒作 其他 1

9789868893375 無双高校聯盟寫真<> 劉學軒作 平裝 1

9789868893382 無双高校聯盟寫真<> 劉學軒作 平裝 1

9789868893399 無双高校聯盟寫真<> 劉學軒作 平裝 1

9789869251600 無双高校聯盟寫真<> 劉學軒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體面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4743 我的爸爸是巨人 費豔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750 莎士比亞故事集精選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查理.蘭姆(Charles Lamb)改寫; 劉學真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4767 醜小鴨變身記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774 星空下的願望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781 消失的許願少女 維他命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798 總裁千金vs.神偷少女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804 友情逆轉勝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811 留校察看 小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828 找回原來的我 費艷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835 不要說再見可以嗎？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864842 外星天兵大亂鬥 維他命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859 奇幻驚魂夜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864866 武林盟主大駕光臨 小艾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6658 穆斯林的彩虹 馬德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046 我內心長滿了魚 阿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329 相見歡: 魔頭貝貝詩選 魔頭貝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435 捏出創意力: 15個Q萌童話黏土親子手作 黃靖惠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10 蛇嬰石 孫武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527 荊都夢. 上, 天舞出世 綠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02 發出自己的天問: 楊煉詩與文論 楊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19 一個人的朝聖之路: 28天徒步慢遊西班牙 羅瓊雅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5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釀出版



9789864450626 日本工作去!日本大手企業正社員应募採用情報Tomoko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64 伊芙的審判 阿杜.迪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71 午夜之暗 簡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88 彌漫在秋光裡的法國香頌 楓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695 心的旅程: 世界華文作家看廈門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25 不婚的56個秘密 玻璃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32 純淨.手工皂: 愛蝶的生活提案 鄭圭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49 生命佇留的,城與城: 楊淇竹詩集 楊淇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56 面具: 陳秀珍詩集 陳秀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70 剎那如何是神: 曾魂第一本詩集 曾魂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87 不等: 陸之駿詩集 陸之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94 昨日痛苦變成麥 阿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794 昨日痛苦變成麥 阿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17 遺忘: 林鷺詩集 林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48 不一樣的美國生活: 波特蘭的慢活日子 李逸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893 重審風月鑑: 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康正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0909 在疤痕印記中找到真實的自己: 陽光基金會發起人陳明里的生命故事陳明里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1114 國共對話秘錄: 1949-1979 劉丕林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121 陳納德與飛虎隊在華抗戰紀實 張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138 1901-1949中華民國之謎 王曉華, 張慶軍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靈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鑫富樂文教



9789868867970 健康保險、勞保與職災實務 廖勇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987 人身風險管理概要與考題解析 廖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7994 財產風險管理概要與考題解析 廖勇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321 參加2014年西班牙第十三屆世界大學羽球錦標賽女子項目個人單打奪金競賽實務技術報告廖焜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790

送存冊數共計：1040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