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4416 洪根深: 殺墨. 4, 黑白無常 蔡玉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735 午夜場: 蘇匯宇個展 胡朝聖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6742 內度-外度: 蘇尼爾.高帝個展 胡朝聖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6759 寫生: 書寫與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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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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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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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4696 全營養補胎瘦孕450道懷孕餐: 專為妊娠十月精心打造的好氣色食譜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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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6675 跟小白魚一起玩躲貓貓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6699 我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張有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9149 野外求生圖解大全: 無論紮營生火、荒地求生,一書在手不求人楊濡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156 手繪500種野花野草完整版圖鑑: 除了賞花賞草還能有療效劉全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163 我的第一本昆蟲博士小百科 黃瀞瑩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9170 我的第一本甲蟲博士小百科 黃瀞瑩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7-01-01)

送存日期範圍：1051001~105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02當代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方藝廊



9789869329187 多元益智摺紙. 入門篇 江淑燕圖文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194 多元益智摺紙. 基礎篇 江淑燕圖文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219 第一個親親 Guido van Genechten 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1226 勇敢的奇奇不怕黑! Guido van Genechten 圖.文;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1257 名著大家讀: 世界知名故事15篇 西本雞介監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257 名著大家讀: 世界知名故事15篇 西本雞介監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271 小白魚有好多朋友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26 勇敢麵包 張大光著; 簡翊雯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302 鹽埕 水上人家 王繼維等作; 曾國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735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Q系列PLC基本指令篇 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028 Manto數字油畫平面圖集. 三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601 泡泡搖搖 吳彥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e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象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喆叡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叁捌旅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917 Blue Rose Age. 第二集, 牢籠渴望 ANTENNA 牛魚原案.繪; L-YL劇本編修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801 Gatherer: Milky Way Gatherer編輯小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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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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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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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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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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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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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4290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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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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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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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4337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Gatherer居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igher Education Forum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BrotherOnlyxWeb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0838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 <>編輯部作; 苗煒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71118 陳黎跨世紀散文選 陳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56 幌馬車之歌續曲 藍博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87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 II <>編輯部作; 苗煒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94 巡花築夢 古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217 冥河忘川有限公司 朱和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24 典藏食家 朱振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31 七日讀 瓦歷斯.諾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48 江文也傳記: 音樂與戰爭的迴旋 劉美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86 燃燒的年代: 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共精神 張鐵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93 直到有錢的那一天 莫欣.哈密(Mohsin Hamid)著; 崔宏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09 我為你灑下月光: 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 簡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16 綠島 楊小娜.萊恩(Shawna Yang Ry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118 海耕 陳義翔文; 林郁晉圖; 謝皓成音樂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726 華倫老師的存股教室 周文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7283764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 2: 老農夫的存股複利公式老農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771 艾蜜莉教你自動化存股小資也能年賺15% 艾蜜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7283788 追籌碼賺1億: 麥克連教你挑選會飆的法人認養股麥克連著 一版 平裝 第 2 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SHOW影劇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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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9169 莎拉的白魔法. III: 你所散發的正向頻率,就是啟動心想事成的鑰匙伊絲特.希克斯(Esther Hicks), 傑瑞.希克斯(Jerry Hicks)著; 邱俊銘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176 開悟日記: 通往終極實相的旅程紀錄 馬克.列維特(Marc Leavitt)著; 謝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183 來自金星的智慧與愛 歐米娜.歐涅克(Omnec Onec, 安雅.席佛(Anja Schafer)著; 張國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190 還有希望: 來自靈界的超凡慰藉與希望訊息 喬治.安德森(George Anderson), 安德魯.巴洛尼(Andrew Barone)著; 林雨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2619 耶穌的47個故事: 幾則耶穌的故事,簡單又深刻地觸動每一個人的內在神性亞倫(Aaron), 芭芭拉.布羅茨基(Barbara Brodsky)著; 溫璧錞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785 跨境犯罪 李修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808 刑法分則實用 陳煥生, 劉秉鈞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5994815 刑法綜覽 林東茂編著 增訂八版 精裝 1

9789865994846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994853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994860 地政法典 林育智主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994877 現行考銓法典 郭如意主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994884 一品小六法 一品法學苑編著 四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5994907 會計師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389 讓孩子自己動手收: 孩子快樂玩、主動收，爸媽從此好輕鬆EMI著; 林宜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396 我的街頭人生 尚-馬利.胡戈爾(Jean-Marie Roughol), 尚-路易.德布雷(Jean-Louis Debre)著; 張喬玟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一起來

送存冊數共計：4

一中心



9789869352703 聰明人、點子王都在使用的超筆記術: 讓靈感源源不絕的7個習慣與筆記術倉下忠憲, 高畑正幸監修; 邱心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710 奇幻璀璨的西洋古董: 活了一個世紀的西洋舊物メルキュール骨董店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741 給他貓下去 蔡有利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617 啟動資料淘金力: 資料經濟產業趨勢暨人才需求報告書104資訊科技集團,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959 圖解行政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195966 圖解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神樹兵輔著; 吳秋瑩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5973 圖解民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195980 圖解民事訴訟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195997 圖解公司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4005 圖解法律記憶法: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0600 東京職人 Beretta P-05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617 芬蘭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武濰楊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631 石垣.竹富.西表.宮古島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張雲清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648 東京 JTB Publishing, Inc.作; 武濰揚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655 京都 JTB Publishing, Inc.作; 賴惠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662 大阪 JTB Publishing, Inc.作; 張嘉芬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零四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力文化



9789864610679 香川 直島 淡路島 JTB Publishing, Inc.作; 林于楟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686 出雲大社 松江 鳥取 JTB Publishing, Inc.作; 蕭睦頤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609 應用敦煌飛天圖像於<>舞蹈作品意象表現之研究張佩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0780 在日本生活第一年: 圖解食、衣、住、遊生活歲時事典高田真弓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97 小王子花體字集 王穎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10 個人品牌經營術 山本秀行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34 四季的露營: 萬能露營技巧手冊 myX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41 門.窗.壁 裝飾技巧&素材 Atelier*Nac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58 家的印像.著色與裝飾畫 Gra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65 逆境力: 找回自信變堅強,把挫折化為力量的92句話植西聰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72 讓全世界都相信你!跟購物節目學好感說話術 大平雅美著; 丘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02 凜小花の水性色鉛筆練習帳 凜小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19 其實,我很在乎你: 87道情緒練習,以正向思考化解爭執、找回最快樂的自己!石原加受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26 寫英文的日子真好-古典字.墨水心 Most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33 厲害行政工作術: 讓主管不能沒有你的成功關鍵!佐藤直子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40 別忘記對自己好: 煩惱是自找的 你開心 世界就笑了派森.威沙羅(Phra Paisal Visalo)著; 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57 錄取通知: 了解人氣企業的招數,9成找工作的煩惱就會消失洪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971 英國紅茶洋菓子時間 砂古玉緒著; 黃玉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988 法國水果醬料理 Sachi作; 林曉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0995 年紀輕輕就很厲害!: 提案、溝通、開會、文書處理,一次到位,快準好!阿皮查.西里琶帝著; 何其松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力大圖書



9789863811060 上班變快樂: 有成功潛力的人只做這件事,找到職場優勢,打造「越快樂,越成功」的雙贏人生!俣野成敏作; 林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103 悅墨書情: 二零一六年十方書會書法聯展作品集方立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273 孩子咳不停,原來,問題在「脾胃」!: 小兒科專家才懂的(癒兒)祕密,你也應該知道何世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06464 吳九箴.覺語錄: 用時間釀出來的395則體悟,你必須親自飲入心肺,才知什麼是覺醒......吳九箴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304 病例用藥評估精選 周月卿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929410 實用臨床微生物診斷學 蔡文城, 蔡岳廷編著 第十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901 毫墨夢紅樓: 十秀雅集丙申展 林姿容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86063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十秀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十方書會



9789864686070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743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208 臺灣藝術家經典油畫 輕映19藝文空間典藏精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370 江西黃梅行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04370 江西黃梅行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220 最後的孝道: 家中老人病重或往生子女家屬應如何處理陳明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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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3802 樓下住個GAY 陳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062 在底層深處: 張承志的文學與思想 李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八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9789869282086 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 賀照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2093 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 父親母親的一生一世 么書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08 滿江紅 李冰, 解志熙作 精裝 1

9789869342315 世間已無陳金芳 石一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22 十字路口: 臺灣散文. 2015 藍建春, 沈芳序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39 聽說臺灣: 臺灣小說. 2015 藍建春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46 巨浪的起點: 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紀錄文集 范綱塏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290 找回自己內在的醫生: 身、心、靈的療癒人智醫學概論Michael Evans,Iain Rodger作; 許姿妙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6950 哞哞哞,開心農場: 乳牛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967 哞哞哞,開心農場: 豬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974 哞哞哞,開心農場: 綿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981 哞哞哞,開心農場: 馬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6256998 哞哞哞,開心農場: 狗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01 哞哞哞,開心農場: 兔子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25 嘟嘟嘟,車車來了: 公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32 嘟嘟嘟,車車來了: 卡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49 嘟嘟嘟,車車來了: 警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56 嘟嘟嘟,車車來了: 救護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63 嘟嘟嘟,車車來了: 消防車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9789864420070 嘟嘟嘟,車車來了: 推土機 七色王國主編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人智



9789864420209 去朋友家做客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4420216 山谷的南瓜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4420223 誰的寶貝蛋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4420230 一起來種花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4420247 爺爺的花園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4420254 漂流的玻璃瓶 木村次代加作; 島田櫻子, 島田幸子繪 精裝 1

9789864420346 可愛的農場動物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53 兇猛的野生動物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60 有趣的小小昆蟲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77 水上交通工具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84 空中交通工具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391 神祕的海洋動物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407 陸地交通工具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414 特種交通工具 球球館工作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599 翻翻工程動動車起重機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05 翻翻工程動動車傾卸車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12 翻翻工程動動車推土機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29 翻翻工程動動車挖土機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36 動物世界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43 我愛顏色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50 日常生活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67 數字形狀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74 幼兒園真快樂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81 勇敢的小刺蝟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698 小熊做銅鑼燒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728 小紅帽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735 三隻小豬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742 醜小鴨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759 龜兔賽跑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780 我的第一本滑塊書: 顏色配對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797 我的第一本滑塊書: 1數到10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810 小熊住山洞 球球館編輯群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4134 文房四侯富春秋 邱鳳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317 窮人 威廉.福爾曼(William T. Vollmann)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324 戰後の日美同盟真相 孫崎 亨作; 郭一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331 全球史的再思考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作;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348 近代史的墮落. 晚清北洋篇: 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劉仲敬著 平裝 1

9789869335355 企業號的故事: 一艘勇猛航艦的誕生與凋零 巴瑞特.提爾曼(Barrett Tillman)著; 揭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362 偏見法國: 正解還是誤解?關於法國的四十一個迷思、綺想與真相琵鄔.瑪麗.伊特薇(Piu Marie Eatwell)著; 謝孟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379 法式韻味: 時尚美饌、生活品味、優雅世故,路易十四送給世界的禮物瓊安.德尚(Joan DeJean)著; 楊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35386 演算法星球: 七天導覽行程,一次弄演算法 賽巴斯提安.史帝樂(Sebastian Stiller)作; 張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393 美國人: 一種跨文化的分析比較 愛德華.史都華(Edward C.Stewart), 米爾頓.班奈特(Milton J.Bennett)作; 魏景宜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220 日本史的誕生: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 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237 中國邊境戰爭的真相 石井明著; 顏昀真譯 平裝 1

9789869356251 超智慧: 出現途徑、可能危機與我們的因應對策尼克.伯斯特隆姆(Nick Bostrom)作;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268 雕刻光影與形體的沉思者: 羅丹靈感散記 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著; 茱迪特.克拉黛爾(Judith Cladel)引言; 王凌瑋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九陽雅集藝文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49279 創作課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9286 散文課 周芬伶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0550 美學課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796 疑問集 聶魯達著; 陳黎, 張芳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26 棒球、鴨蛋和我 李光福著; 許育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33 打發時間圖書館 李慧娟著; 王淑慧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40 小村日和 陳雨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57 捕霧的人 黃暐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71 真的!假的?魔法國 傅林統著;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88 溪澗的旅次: 劉克襄精選集 劉克襄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500895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聶魯達(Pablo Neruda)著; 陳黎, 張芬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00901 小朋友 湖南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18 「聶魯達情詩」套書 聶魯達著; 陳黎, 張芬齡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0338 水墨與詩對酌 張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605 缺角的完美 浴巾老師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026 週休親子這樣玩 Stacy公主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大創意

九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102 小大: 在繪本中看見力量 小大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237 菲菲真的很受傷 莫莉.卞 文.圖; 黃筱茵譯 精裝 1

9789865664275 海鷗與脆脆 田敏杰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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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9705 吉丁的超級任務 邱俊瑋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515 浮萍歌聲 戴之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358 華客語文創開發: 神豬與閹雞 邱春美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40365 華客語文創開發: 龍神與開口獅 邱春美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客家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小大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之三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596 周易演義 紀有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602 民間算命實務秘典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619 我的臉書文章 王建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619 我的臉書文章 王建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17626 神臺.孔廟之探索 吳慕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17633 開運聖經. 2017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640 天文星曆表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17657 民間算命實務寶典 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671 陳怡魁開運學 陳怡魁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688 匯市勝訣. 2: 一條Mala Line走天下英國脫歐英鎊走勢全紀錄賴峰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420 心定自在: 結合禪修的情緒管理11堂課 心定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420 心定自在: 結合禪修的情緒管理11堂課 心定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437 王力群K線操盤法: 24大經典案例,教你戰勝投資心理,精準獲利王力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437 王力群K線操盤法: 24大經典案例,教你戰勝投資心理,精準獲利王力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4426 吸引 李秉律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33 空間練習題 龐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40 生活美容: 過去搽太多保養品了! F book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64 一流男人,就該穿對衣服: 上班族業績加倍的穿衣術戶賀敬城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471 為工作寫讚美日記: 每天這樣寫每天進步一點點手塚千砂子, 高橋美起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田



9789861794501 一個人住第幾年 高木直子圖文;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532 旅行,讓我成為人生冒險家 艾博.凱薩斯著; 謝琬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549 今天書寫幸福: 阿德勒的99個幸福與正向訊息 金貞敏著; 黃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4357 出山: 王懷慶展 王懷慶[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04388 新能量 終點亦為起點 蕭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002 陳敬元 Paintings 2011-2015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0093 實用中文選讀 沈惠如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0550 法學緒論 劉作揖著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007 中華民國憲法 陳志華著 修訂十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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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61816 民主憲政與法治 李宏仁等合著; 黃政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854 法學緒論 鄭玉波著 修訂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878 初級統計學: 解開生活中的數字密碼 呂岡玶, 楊佑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908 動手動腳活到老 邱柏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61915 大學國文選 江亞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8842 捕捉靈光: 國家地理攝影藝術經典 安妮.葛瑞菲斯作; 韓絜光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民



9789865918866 探索無限: 國家地理125年經典影像大展: 人文遠雄博物館特展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8873 國家地理驚奇透視書: 到太陽系去旅行 DK出版社編輯群作; 黃正旻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880 國家地理驚奇翻翻書: 人體看透透 DK出版社編輯群作; 黃正旻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897 朝聖: 一個攝影師跨越四十年的影像故事 野町和嘉著; 胡宗香, 周華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03 國家地理全球最佳旅遊體驗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盧郁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10 無尾熊的冒險 吉兒.伊斯巴姆(Jill Esbaum)作; 蔡中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27 國家地理幼幼探險家: 雲朵的冒險 瑪菲.費格森.狄連諾(Marfe Ferguson Delano)作; 蔡中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34 國家地理世界威士忌地圖 戴夫.布魯姆(Dave Broom)作; 陳韋玎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41 神話Everything 布雷克.霍納作; 陽曦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58 火星零距離: 好奇號任務全紀錄 馬克.考夫曼著; 姚若潔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65 5000個考倒老師的酷知識. 第一集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尹波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72 國家地理精工系列: 經典汽車 賴瑞.艾德索(Larry Edsall)作; 許晉福, 周沛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89 足球EVERYTHING 布雷克.霍納作; 董芃妤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18996 金錢與貨幣EVERYTHING 凱西.佛岡作; 高天羽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08 鯊魚EVERYTHING 茹絲.馬斯格雷夫作; 陳曦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15 國家地理小小昆蟲探險家 凱薩琳.休斯作; 陸維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22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一生必遊的500公路之旅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簡秀如, 楊淑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339 第一次世界大戰EVERYTHING 凱倫.拉迦娜.肯尼作; 吳君麗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46 國家地理恐龍大對決 菲爾.曼寧作; 彼得.明尼斯特插畫; 吳佳其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53 5000個考倒老師的酷知識. 第二集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黃乙玉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60 國家地裡攝影聖經 國家地理學會作; 黃建仁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77 國家地理探險王: 如何成為恐龍探險家 史考特.富比士作; 張毅瑄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84 國家地理進入神祕國度: 探索地球上最知名的未解之謎朱利奧.迪馬提諾作; 黃正旻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6391 國家地理終極觀星指南 霍華.史奈德作; 李昫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9106 國家地理蟲蟲大對決 史蒂夫.帕克作; 陸維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13 國家地理立體書: 甲蟲 大衛.霍考克作; 蔡中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20 國家地理立體書: 熱帶魚 大衛.霍考克作; 蔡中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37 國家地理立體書: 蝴蝶 大衛.霍考克作; 黃正綱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44 國家地理世界啤酒地圖 提姆.韋伯, 史提芬.波蒙著; 盧郁心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51 怎麼畫都不會錯的魔法繪圖本 Macmillan出版公司作; 張靖之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9168 國家地理立體書: 鯊魚 大衛.霍考克作; 盧意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75 國家地理雜誌封面故事 馬克.柯林斯.詹金斯作; 王敏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82 國家地理希臘神話故事 唐娜.喬.納波里作; 魏靖儀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9199 國家地理聖母峰: 探索世界第一高峰的歷史、科學與未來康拉德.安克作; 陳心冕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06 國家地理探險王: 如何成為世界探險家 喬爾.利維撰文; 盧明琦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13 國家地理貓語解析指南 阿萊.亞歷山大. 紐曼, 蓋瑞.魏茲曼作; 張靖之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320 國家地理埃及神話故事: 神祇、怪物與凡人的經典傳說唐娜.喬.納波里作; 謝孟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37 國家地理小小偉人故事探險家 吉兒.伊斯巴姆作; 姚欣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44 國家地理終極環遊世界地圖集 莎莉.艾薩克斯作; 邱思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51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220大最佳旅遊城市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彭欣喬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68 國家地理精工系列: 經典腕表 保羅.德維奇(Paolo de vecchi), 亞伯托.烏列提(Alberto uglietti)作; 司徒徐馨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75 國家地理終極人體百科 克莉絲汀娜.威爾斯頓, 派翠西亞.丹尼爾斯, 珍.阿格雷斯塔作; 陽曦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382 打造藍區飲食法,吃出不老人生 丹.布特納(Dan Buettner)作; 王惟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399 超能力動物百科 德瑞克.哈維作; 楊仕音, 賴亦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00 國家地理圖解太空 詹姆斯.特菲爾作; 姚若潔, 李昀岱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17 國家地理猛獸大對決 史蒂夫.帕克作; 賽門.曼德茲繪; 黃乙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24 國家地理數字愛說話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姚欣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431 國家地理生命時間大百科 葛蘭姆.班斯(Graham L. Banes)作; 林雅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48 書的演化史: 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的大變遷 馬丁.萊恩斯(Marthyn Lyons)著; 胡宗香, 魏靖儀, 查修傑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48 書的演化史: 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的大變遷 馬丁.萊恩斯(Marthyn Lyons)著; 胡宗香, 魏靖儀, 查修傑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8462 神廟逃亡: 穿越時空,揭開世界古文明的祕密 崔西.衛斯特作; 張毅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115 深入火山 湯姆.道爾撰文; 卡斯坦.彼得攝影; 張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2122 變調搖滾名人堂: 搖滾巨星的詛咒與宿命 米歇爾.普里米作; 簡秀如, 張景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2139 狂熱大地極限攝影精選 卡斯坦.彼得作; 石艾德, 劉憶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146 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師大賽50年獲獎作品精粹: 史上最偉大的自然攝影經典羅莎蒙德.基曼.寇克斯(Rosamund Kidman Cox)作; 張靖之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2153 國家地理終極爬蟲百科 克莉絲汀娜.威爾斯頓作; 黃乙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2160 誰說食物不能玩?: 我的料理科學實驗室 朱蒂.惠勒-托本, 卡洛.坦南特作; 鍾慧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177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80個最夢幻的度假小島雅絲敏娜.特里夫尼(Jasmina Trifoni)著; 楊布舒, 許晉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2184 國家地理小小世界探險家 伊莉莎白.卡尼撰文; 劉雨歆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509 音樂態度,決定生命高度: 蘇顯達的魔法琴緣 蘇顯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3516 少年阿雄與愛跑豬: 畫家邱茂雄的啟蒙傳奇 邱麗君著; 邱茂雄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1000 課堂學習研究概論 郭永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17 變易理論和優化課堂教學 盧敏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24 課堂學習研究實踐手冊 李樹英, 高寶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21031 中文課堂學習研究實踐與案例分析 高寶玉, 賴明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48 數學課堂學習研究實踐與數學基本概念的教學 梁玉麟, 勞傅燕華, 江巧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55 科學課堂學習研究實踐與案例分析 陳穎欣, 盧敏玲, 勞傅燕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62 課堂學習研究與教師專業發展 鄭志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79 針對父母困惑的36個測試 武鵬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86 解決難倒父母的36個問題 武鵬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093 燃燒的鐵血旗: 辛亥武昌首義紀實 季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09 北極奇趣: 高登義北極科學考察手記 高登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16 揭秘孩子的36種行為語言 武鵬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23 人生榜樣 董仁威, 黃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30 快樂生活 戚萬凱,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47 歷史長河 崔英, 董仁威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60

大好文化企業



9789864021154 宇宙奇觀 廖弟華, 黃繼先, 李建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61 神奇地球 喻言, 戚萬凱, 葉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78 詩歌欣賞 黃鵬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85 溫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文體工作委員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192 良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文體工作委員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08 恭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文體工作委員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15 儉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文體工作委員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22 讓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文體工作委員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39 每個孩子都可以成功 孫雲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46 歲月細紋: 細紋刻紙 沈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53 紙上風情: 老剪紙 沈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60 流年畫影: 老年畫 沈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77 畫中心事: 手工書簽 沈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84 教育就是以愛育愛 孫雲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291 愛孩子要敢於說不 孫雲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07 美好習慣決定美麗人生 孫雲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14 火星人的鬧劇 劉興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21 東邊日出西邊雨 劉興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38 回家的燕子 劉興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45 會唱歌的沙丘 劉興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352 長江三峽的前世今生 劉興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741 我是蝸牛 哈皮樂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758 我是蜜蜂 哈皮樂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765 我是蜘蛛 哈皮樂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772 我是蝴蝶 哈皮樂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789 我是螞蟻 哈皮樂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796 我是蜻蜓 哈皮樂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895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21802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21819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21826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21833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21840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21857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021864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21871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21888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紀錄的民國. 1926-1949 沈弘編譯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21925 中國皇帝與洋人 郭福祥, 左遠波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663 大般若經要解 白雲老禪師講述 再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528 二哥情事 可白文; 李長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559 林小笨大戰李小白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757 五毛財神駕到 陳昇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764 杜胖的青春小鳥 阿德蝸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771 老鷹健身房 陳啟淦作; 若凡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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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女巫神祕能量商店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53

千佛山白雲



9789869356602 帶來幸福的巴哈花精占卜 曹惠瑜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472 東北亞與東南亞研究 林麗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5847 鐘樓怪人 維克多.雨果原著; 郭漁改寫; 麻三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165 引誘科學: 在分心時代,如何抓住眾人注意力,讓世界聽你的、看你的,甚至願意掏錢買單?班.帕爾(Ben Parr)著;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863426172 醫學瑜伽: 結合醫學原理與瑜伽精髓的20種常見症狀自療法羅倫.費雪曼(Loren Fishman)著; 甘懿中譯 平裝 1

9789863426189 腰痛自癒: 30秒驚人跪坐法 金聖一作 平裝 1

9789863426196 火花 又吉直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219 Dr.史考特的一分鐘健瘦身教室: 用科學X圖解破除迷思,打造完美體態!王思恒著 平裝 1

9789863426233 友你真好!美美 H.H先生作 平裝 1

9789863426240 讓孩子變主動的「魔法手帳」 石田勝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257 楓之谷大冒險. 20, 天下第一劍士復活! 宋道樹作; 徐正銀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264 樂觀迎向挑戰 相信自己的17個祕訣 宋侖信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271 每天一篇故事 10天學會150個成語. 1 鄒敦怜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288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1: 昆蟲與蜘蛛 BomBom Stoty文; 異正泰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295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2: 地球 BomBom Stoty文; 金大志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301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3: 微生物 BomBom Stoty文; 金德永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318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4: 兩棲類與爬蟲類 BomBom Stoty文; 崔龍德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325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5: 潮間帶 BomBom Stoty文; 崔炳益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332 漫畫大英百科. 物理化學. 1: 宇宙 BomBom Stoty文; 異正泰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349 為什麼你看不見里歐 麥克.巴奈特(Mac Barnett)著;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繪; 賴嘉綾譯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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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26356 小獅王守衛隊 美國迪士尼公司著 精裝 1

9789863426400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3426417 馬子狗不是狗 馬子狗著 平裝 1

9789863426561 仲夏夜之夢 莎士比亞原著; 曾詠蓁改寫; 子琁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691 孕動 瘦 林嘉綺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26707 天生變態: 一個擁有變態大腦的科學家 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著; 瞿名晏譯 平裝 1

9789863426769 方格筆記之神高橋政史，最完整版一張紙整理術高橋政史著 平裝 1

9789863426783 擺脫萬年凍薪!小資族的買股翻身術 小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813 孫悟空科學72變. 11: 神祕人體大探險 孫永云, 姜施英文; JuJu Drawing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820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6: 天氣 BomBom Story文; 崔炳益圖; 林侑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844 繪本教養地圖: 孩子需要的繪本180選 海狗房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851 找回全身智慧: 傾聽身體的聲音,不再被情緒、壓力綁架、清除病毒想法,讓你更有自信與成功!史提夫.西斯古德(Steve Sisgold)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6882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 「留著青葱在,不怕沒菜燒」的新世代主婦料理哲學林姓主婦著 平裝 1

9789863426899 讓你變身數學資優生的17個絕招 金燕妃文; 李京信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6905 慢情書: 我們會在更好的地方相遇 ? 林達陽著 平裝 1

9789863426912 中間人經濟: 你我都是中間人,只要掌握中間人心法,就能創造價值與獲利瑪麗娜.柯拉可芙斯基(Marina Krakovsky)著; 連育德譯 平裝 1

9789863426929 冰雪奇緣.1,艾莎女王萬歲 艾瑞卡.達維著; 比爾.羅賓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967 黃金戰士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金新中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26974 漫畫大英百科. 物理化學. 2: 光與聲音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998 漫畫大英百科. 物理化學4: 力與能量 BomBom Story文; 劉永承圖; 樊姍姍譯 精裝 1

9789863427001 孤獨的力量: 即使不被理解,仍要面對真正的自己,才能真正富有與自由。齊藤孝作: 李伊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018 孫悟空科學72變. 12: 大自然的黑色眼淚 孫永云, 金惠鎮文; 小樹林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032 羅馬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7049 看出先機,贏人一步 熱寫筆記術 大田正文作;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056 讓你變身數學資優生的17個絕招 金燕妃文; 李京信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7063 我,跟自己拚了!. 3, 當下!把握每分每秒,讓你活得淋漓盡致!艾瑞克.伯特蘭.拉森(Erik Bertrand Larssen)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7070 我最喜歡你(但有時沒那麼喜歡!) 安娜.耶拿絲(Anne Llenas)作; 李家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094 自己,才是旅行的終點 雪兒著 平裝 1



9789863427124 精選30場馬拉松環遊世界 安利柯.艾耶洛(Enrico Aiello)著; 呂奕欣譯 精裝 1

9789863427131 不夠好也可以: 女人的趣味 鄧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148 夜間動物園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郭迪文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7155 星光 呂秋遠著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162 心靈學校. 6, 我真的沒有說謊! 尹勝基文.圖; 陳建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209 冰雪奇緣 2,記憶與魔法 艾瑞卡.達維著; 比爾.羅賓遜繪;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223 一心不亂: Google經理人教你不戒手機不斷網,在急躁的科技世界裡,定、靜、安、慮、得戈比.卡拉以爾(Gopi Kallayil)著;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863427247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353 自戀和自卑都是一種病 林瑁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60 極限野外生存知識 李澍曄, 劉燕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60 極限野外生存知識 李澍曄, 劉燕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77 男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沙嘯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84 塔羅牌使用說明書: 破解塔羅架構,讓你每副牌都上手孟小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391 女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高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780 Menschen. B1 康建評譯 平裝 1

9789869090797 臺灣西語學習者課堂上溝通行為及緘默原因探討謝淑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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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果文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上林文化



9789868957763 孫文革命: <>與<> 黃宇和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729 環臺北盆地山系親山步道踏查: 五指山系、二格山系、陽明山系、林口臺地周圍山系、和美山系篇山河海社合著; 顏膺修攝影 平裝 1

9789869217729 環臺北盆地山系親山步道踏查: 五指山系、二格山系、陽明山系、林口臺地周圍山系、和美山系篇山河海社合著; 顏膺修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4923 遊歷大城,品味小事: 這些城市,就是整個世界的縮影李淳朴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06 金楨勳的數學隨筆 金楨勳作;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20 隨性不敗.時尚達人穿搭手記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51 服務設計輕觀點: 找到產品的附加價值 茶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68 貼心: 京都藝妓傳承300年的服務智慧 岩瀨奈津代著; 陳芊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75 零妝感女神: 無瑕肌、水嫩唇、高挺鼻,10分鐘搞定闞麗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82 在旅途上戀愛: 從工作出走 遇見自己 邂逅情人 茶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99 金融邏輯: 別被財經新聞、理財專家牽著鼻子走李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105 Autodesk Revit 2016完全自學教程 黃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8112 PHP & Mysql & jQuery: 打通前後端的網頁應用程式範例許立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8129 JavaFx遊戲程式設計 黃嘉輝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8150 導視設計系統指南Wayfinding System Design 肖勇, 梁慶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8167 秒速剪析會聲會影(X7以上版本適用) 梁采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8174 InDesign CC這樣就對了: 文件排版、書冊製作、互動電子書一本搞定榮欽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181 Sony a7: 全片幅相機的出凡入聖之道 Brian Smit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204 遙控家居: iOS & Andro跨平臺系列整合 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211 Painter彩繪精靈: 擬真人物大集合 潘得禮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奇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河海社



9789863758228 Maya練功房 夢菓子工作室, 肯特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235 3ds Max新紀元: 紙公仔人物大公開 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242 時尚最前端: 潮流稍縱即逝.風格永不過時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273 放大,妳的魅力: 放大片x專屬妝容,打造100%魅力女神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297 日式設計美學: 日本文化生活中的獨特創意 善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03 好想輕鬆瘦!: 學會聰明吃養出瘦體質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27 時光窖藏: 識酒、選酒、品酒,關於葡萄酒的34堂課蘇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34 失素列車: 檢測身體訊息,補充維生素和鈣質,讓你每天水噹噹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41 BIG DATA淘金術: 掌握大數據,就是掌握財富 李德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58 在旅途上,戀愛: 回家的最後一哩路 茶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65 核能懶人包: 想問怕被笑、但你一定要知道的精采QA譚麗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72 大廚都在用的聰明做菜法: 前菜到甜點,從此愛上進廚房!妖妖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389 程式設計實戰精華: 使用Visual Basic 潘皇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758396 Excel 2016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8402 隨手可畫的幸福: 用色鉛筆繪出個人專屬小日常涂涂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8419 程式邏輯訓練入門與運用: 使用VC# 2012 李春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8426 達標!威力導演12 葉君平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8433 Arduino創意入門與互動設計實戰 劉玉田, 許勇進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8440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 2015 Kelly Kordes Anton, John Cruis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457 React頂尖開發 Richard Feldman, Frankie Bagnardi, Simon Hojberg著; 詹志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464 今天COSPLAY了嗎?: 特殊化妝x髮型設計x整體造型x後製製作一本通恒星璀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464 今天COSPLAY了嗎?: 特殊化妝x髮型設計x整體造型x後製製作一本通恒星璀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471 即刻打造漫畫人物素描法Start Now! 繪漫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488 攝影必學寶典: Canno相機輕鬆上手 黑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495 After Effects & Premiere Pro影片剪輯特效製作一本通吳勇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501 艾迪特的影片編修大全: Premiere Pro輕鬆用無負擔嚴清宏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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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4004 最初步幼兒樂理. 二 陳秀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2535 這樣吃,體能回到20歲: 營養學博士王進崑的運動營養學與回春食譜王進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542 極簡中國史啟示錄: 中國歷史最勵志最警世的故事磨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603 股票的買賣藝術: 看錯方向還能獲利!抓對買賣時間點的祕訣雷索爾著; 簡國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634 下一個統治世界的企業: 人工智慧讓47%以上工作被機器人取代,我如何把威脅變機會?小林雅一著; 劉錦秀譯 平裝 1

9789865612641 找出台股的隱形王牌: 市場沒看到的產業裡,我用1234法則找飆股,在行情即將啟動前,沿著均線穩穩賺林明謙著 平裝 1

9789865612689 掌上健身房: 久坐族的救星,客廳一角、不用穿鞋,隨手拿起壺鈴,一天擺盪幾次,人魚線、馬甲線,自然上身麥斯.肖克著; 凱恩譯 平裝 1

9789865612696 零經驗卻能變頂尖的拼裝思考 高倉豐著; 游心薇譯 平裝 1

9789865612702 一無所有的力量: 口袋空空、預算緊繃、渴望成功......如何把種種限制,變成你的最大優勢戴蒙.強(Daymond John)著; 吳宜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719 商用英語立可貼 林奇臻作 平裝 1

9789865612726 部屬為什麼不想對你說實話: 有意圖的偏心、有想法的朝令夕改,把員工交給客戶管......能奏效的主管學,商學院沒法教山川博史著;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5612733 中國歷代性學報告 馮國超作 平裝 1

9789865612740 親子關係斷.捨.離: 從不幫他整理房間開始,教出獨立但和你親密的孩子山下英子著; 劉皖蓉譯 平裝 1

9789865612757 股神巴菲特的神諭: 不做會後悔、或做了好後悔的致富語錄凱洛.盧米思(Carol J. Loomis)編; 李宛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2771 K線聖經: 40年股市實戰、完整分析51種圖表、抓出15個轉機徵兆,你比市場更早看出買賣行情岩本秀雄作;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5612788 讓錢不斷流進來的說故事技術: 如何在十分鐘之內,讓別人願為你的夢想買單?這是學校沒法教、一輩子都用得到的技能.艾文.貝爾(Evan Baehr), 艾文.盧米司(Evan Loomis)著; 蔣雪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795 讀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 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艾芮兒.杜蘭(Ariel Durant)著; 吳墨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弦樂器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三易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742 苦瓜奶奶S.O.S 蕭逸清文; Tai Pera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759 米米和他的神祕朋友 鄒敦怜文; 黃哇哈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099 醫院也瘋狂. 2 林子堯, 梁德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438 不圓滿的貢丸 林慧文著; 孫心瑜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791 打掃歐巴桑教你 用孫子兵法贏商戰 長尾一洋作; 久米禮華漫畫; 余明村,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16 你所介意的事 有九成可以化解 佛光作; 郭玉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23 一日多蔬「綠沙拉」 主婦之友社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30 華麗的誘惑: 巧克力甜點食譜 木村幸子[作]; 主婦之友社編;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47 常備醃漬多蔬料理 秋場奈奈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笑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120 動物博物館 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 珍妮.布魯姆(Jenny Broom)作; 王心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6144 山道具: 20種必備登山裝備的挑選、使用法 高橋庄太郎作; 王思穎, 張佩瑩,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151 地底大探險 珍.普萊斯著; 詹姆士.格列佛.考克繪; 黃書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6168 土壤的救贖: 科學家、農人、美食家如何攜手治療土壤、拯救地球克莉斯汀.歐森(Kristin Ohlson)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175 上肢平衡與倒立瑜伽: 激發腦內啡、活化心肺、調節神經系統的精準瑜伽解剖書雷.隆(Ray Long)著; 李岳凌, 黃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182 這就是爵士樂: 溫頓.馬沙利斯的音樂與人生自述溫頓.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 傑佛瑞.沃德(Geoffrey Ward)著; Chris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199 義大利美食精髓. 上: 開胃菜、湯品、麵食、甜點瑪契拉.賀桑(Marcella Hazan)著; 凱琳.克雷胥曼繪; 林潔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605 義大利美食精髓. 下: 蔬菜、沙拉、燉飯、魚肉蛋瑪契拉.賀桑(Marcella Hazan)著; 凱琳.克雷胥曼繪; 林潔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33432 孫子兵法三部曲加一 李安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241 羽毛球運動理論與實踐 肖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65 太極拳的奧秘 余功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72 點穴法真傳秘訣 金倜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289 李復禎心意六合拳 權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296 盧式心意六合拳入門 余江著; 孫慧敏,姜淑霞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302 田徑運動高級教程 文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319 突破拳學奧秘: 先天勁下手功法 潘岳著 2版 平裝 1

9789863461326 陰陽相濟的太極拳 林冠澄著 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秦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434 佛法修證心要: 淨土指歸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540 菩薩行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816 六祖壇經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856939 佛法修證心要: 悟心解脫淺釋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509 破繭而出. 一, 解開生命的枷鎖 丁原俠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25516 破繭而出. 二, 丁原俠老師演講系列 丁原俠作 平裝 1

9789869325523 破繭而出. 三, 答疑解惑 丁原俠作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2480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百年 邱怡仁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9936 飢餓細胞: 疾病的引爆點 曾坤章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550 天下第一媒人婆 蕭惠云文; 戴湞琪圖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海豚意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茶壺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悟淨修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海銀行

大乘定香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426 姆米爸爸的冒險故事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33 姆米一家的瘋狂夏日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40 姆米的冬季探險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95 萊可校長的女學生 伊莉絲.普利馬維拉(Elise Primavera)著;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604 聽不見的聲音 艾莉.班傑敏(Ali Benjamin)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089 產經趨勢總覽. 2016 陳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1840 足跡: 大崗里口述歷史 方美娥等審稿創作; 王建程等訪談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91857 足跡: 大華里口述歷史 方美娥等審稿創作; 王建程等訪談記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6335 星星的魔法書 流時娜等作; 李海那等繪; 石文穎譯 初版 0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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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6717 Get Lucky!助你好運. II: 幸運透視眼(簡體字版) 劉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016779 動動腦遊戲書: 歡迎光臨龍之谷. 1, 節慶篇 The highbrow publishing team作; 石文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山頂動人愛家園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工商財經數位



9789863015970 今天學股票,明天就進場 陳彥禎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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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7097 棉花糖夢幻甜點書 下迫綾美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110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889-1890年案件 垂死偵探 柯南.道爾著; 丁凱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141 這個三國不一樣. 2 宋道樹作; 粱善模繪;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189 恐人滅世陰謀 陳紹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196 動動腦遊戲書: 歡迎光臨龍之谷. 2, 生活篇 The highbrow publishing team作; 石文穎譯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017226 防癌食物保健功效速查圖典(簡體字版) 蕭千祐著 平裝 1

9789863017233 對症食療老偏方(簡體字版) 林意旋審訂 平裝 1

9789863017240 豆類食物營養功效(簡體字版)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孫平, 于雅婷主編 平裝 1

9789863017257 X恐龍探險隊. Ⅱ, 古今生物大對決 李國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264 唯一典藏!手作巧克力甜點: 以溫柔調味的30道幸福配方飯塚有紀子作;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271 這個三國不一樣. 3 梁善模作;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295 錢難賺,保險別亂買(簡體字版) 朱國鳳, 邱正弘著 平裝 1

9789863017301 一看就懂!菜根譚的人生智慧(簡體字版) 夏易恩著 平裝 1

9789863017318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5個超強人脈術(簡體字版) 李蘶著 平裝 1

9789863017325 親愛的,其實那不是愛(簡體字版) 蘇絢慧著 平裝 1

9789863017332 巴比倫理財聖經(簡體字版) George Samuel Clason作; 周玉文譯 精裝 1

9789863017349 馬克職場求生秘笈. 2017(簡體字版) 馬克圖.文 平裝 1

9789863017356 我的第一本投資心理學 廖日昇著 平裝 1

9789863017363 100張圖抓住漲跌停: 神準天王技術分析解密 方天龍著 平裝 1

9789863017370 越吃越瘦!半斷食排毒瘦身法(簡體字版) 王尉青著; 陳秀敏譯 平裝 1

9789863017417 神奇繪畫屋: 色鉛筆畫可愛童話故事(簡體字版) 管育伶作 平裝 1

9789863017424 Show魔術: 生日派對歡樂魔術(簡體字版) 苗米, 阿怪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493 發炎,是救命的警訊!: 90%的疾病都從發炎開始,養生大師歐陽英最實用簡單的88道茶、湯、粥、果汁,讓你擺脫疾病的糾纏歐陽英, 徐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大都會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9517 李嘉誠談做人.做事.做生意 王祥瑞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21 發現食物的超能力: 莎拉.布魯爾醫生的食療處方籤莎拉.布魯爾著; 徐杏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52 治病,就是這麼簡單: 五音療法與董氏奇穴的絕妙搭配梁斯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69 大病之後才明白: 何裕民醫生與癌症交手的生命體悟何裕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76 交際是一種習慣: 10倍速的人脈經營術 孫大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339 業務命也有老闆運 吳美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8589 越按越瘦: 穴道按摩,局部減肥 吳雅婷著 平裝 1

9789865718596 輕鬆增高10公分: 突破遺傳極限,讓孩子頂天立地 高於藥物增高百倍的增高法張慧珊著 平裝 1

9789865718602 生活茫然...怎麼辦? 吳月茹著 平裝 1

9789865718626 神奇養髮術: 讓頭髮生長加倍由白轉黑 劉庭芳著 平裝 1

9789865718633 青春叛逆期,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張華芳著 平裝 1

9789865718640 美顏,改變肌膚的命運: 告別斑點美人,再現水噹噹的肌膚王文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3012 孩子,我們一起靜心吧: 正念才能靜心,靜心才能專注,專注才能有效學習蘿倫.莫瑞(Lorraine Murray)著; 張佳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029 每天108拜,晨間養生操: 通經絡、調體質、防疾病、養好命的健康有氧運動金載城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2590 當下的力量: 通往靈性開悟的指引 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橡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肅文化



9789865623241 今天,我比昨天勇敢一點點: 每一天,都是告別恐懼的練習塔瑪.基夫絲(Tama Kieves)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463 當下的覺醒: 你到底是誰?啟動意識的更高層次 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著; 劉永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24 關掉螢幕,孩子大腦重開機: 終結壞脾氣、睡得安穩、開啟專注學習腦,4週「電子禁食」愈早開始愈好!維多利亞.鄧可莉(Victoria L. Dunckley)著; 張佳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79 魔法精油: 102種植物香氣的能量運用 史考特.康寧罕(Scott Cunningham)著; 雅佳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586 普拉納課程: 食氣三部曲. 2 潔絲慕音(Jamuheen)著; 繆靜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15 普拉納課程: 食氣三部曲. 2 潔絲慕音(Jamuheen)著; 繆靜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22 與眾神共振: 食氣三部曲. 3 潔絲慕音(Jasmuheen)著; 童貴珊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39 關掉螢幕,孩子大腦重開機: 終結壞脾氣、睡得安穩、開啟專注學習腦,4週「電子禁食」愈早開始愈好!維多利亞.鄧可莉(Victoria L. Dunckley)著; 張佳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46 解脫,從這裡開始: 阿底峽尊者<>的開示 第十二世國師嘉察仁波切(Gyaltsab Rinpoche)講述; 倫多祖古(Lungtok Tulku)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53 圖解手印療法 圖解手印療法: 平衡體內五元素,你的手指就是自己最強的健康調節器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60 互聯網巨變下,行銷不變的10句話 陳偉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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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2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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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2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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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2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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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23814 經絡拍打基本法: 怎麼拍?拍哪裡?為什麼? 凡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799 門 夏目漱石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805 金融投機史: 人性的試煉、傻瓜的盛宴、資本主義的嘉年華愛德華.錢思樂(Edward Chancellor)著; 李祐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7812 畫出心中所見 查爾斯.雷德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836 洞悉價格背後的心理戰: 看穿無所不在的心理操縱, 掌握開價、議價、談判的技術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作; 連緯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843 所有問題,都是一場賽局: 贏家邏輯-操縱與雙贏的策略思考川西諭著; 高菱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850 離人 太宰治著; 劉子倩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7867 作手: 獨自徘徊天堂與地獄,一個操盤手的告白 壽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874 華爾街刺蝟投資客: 避險基金教父的另類投資經,帶你了解與交易市場緊密結合的人性!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作; 王柏鴻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33 民生科技與創意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大華科技大學民生科技學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9797 數字低音的和聲應用 雷吉那.歐文.莫里斯(R. O. Morris)原著; 張懿文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0894 從探范仲淹之仁者襟懷 葉論啟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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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3616 漢代居延、肩水出土簡牘研究 羅仕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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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46300 勝複關鍵: 國文複選題型專攻 紫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6416 國民營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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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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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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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47185 電工機械(歷年試題+模擬考) 鄭祥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雅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揚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華科大



9789863747215 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何曜辰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239 機械力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湯齊, 杜主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260 機械基礎實習完全攻略 何曜辰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307 一次考上!地政士證照(專業科目+國文) 三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314 史上最強!警專甲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甲、物理、化學)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321 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解 洪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338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345 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昌豪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352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369 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昌豪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376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383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413 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家灝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420 電子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437 基本電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444 餐旅概論完全攻略 高芬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468 警專甲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475 行政法(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482 行政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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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505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家灝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512 絕對上榜!領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529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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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543 鐵路英文 歐森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550 餐旅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高芬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567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劉永宏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574 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中外歷史、中外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581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謝坤鐘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598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604 行政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林志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7611 逼真!基本電學(含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陸冠奇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628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7635 最新國文: 作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642 最新國文: 測驗勝經 楊仁志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659 基本電學實力養成 丞羽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666 行政學(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673 基本電學(含大意)完勝攻略 丞羽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680 計算機概論完全攻略 范金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7697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703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710 突破!民法親屬與繼承編 鄭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727 企業管理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773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741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758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765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772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789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796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高普考)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802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7819 關務英文 王英, 吳慶隆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7826 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833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840 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7857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864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公共政策 陳俊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871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高普版)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895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901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794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956 逼真!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鄭祥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7963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讀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7970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記帳士系列)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045 政治學(含概要)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052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8069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076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083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113 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120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司法) 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137 警察專業英文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144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曾禹童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151 行政法(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168 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175 國小教甄複試謀略 何元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199 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楊銘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274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8298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蔡穎, 茆政吉編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8311 行政法輕鬆上手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328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335 運用LMS提升教學成效-幾件關心事 王英宏等作; 郭經華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359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四.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本國文學概論)吳姍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373 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380 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0975 聖經、科學與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黃文昌, 徐立群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837 孩子,這樣做錯了嗎?: 爸媽老師必讀的青少年校園法律書連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6844 世,莫知也: 細說你沒聽過的宮廷秘辛 鄒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6386 怎麼坐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93 怎麼吃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031 醉倒的世界 湯姆.法蘭克林(Tom Franklin), 貝絲.安.菲納利(Beth Ann Fennelly)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08 那些在青春網的日子 陶曉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15 政治工作在幹嘛? 呂欣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53 人口販子的告白 Andrea Di Nicola, Giampaolo Musumeci著; 倪安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60 鬼計 徐嘉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77 臺灣教育的另一片天空: 二十年民間實驗教育新里程果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91 怎麼鬆 一行禪師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7307 怎麼走 一行禪師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7314 怎麼愛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7321 綠島家書: 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 楊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2

大葉大學



9789862137338 FBI談判協商術 Chris Voss, Tahi Raz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352 無名偵訊師. 2: 雙重告解 馬克.艾倫.史密斯(Mark Allen Smith)著; 陳靜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376 童話已死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John Ajvide Lindqvist)著; 林羿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383 權民一體論: 遞進自組織社會 王力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390 漬物語 陳怡如, 沈岱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406 我們這樣拍電影 蕭菊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413 中年大叔的生活偏見 黃威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420 在臺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 馬世芳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37437 失智症事件簿: 我想回家,吃年夜飯 楊淵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444 時間的餘溫: 王丹詩集 王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7451 照相本子 幾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37475 你們我們他們 幾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37499 黑潮洶湧: 關於人、海洋以及鯨豚的故事 張卉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505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史丹佛最夯的生涯規畫課,用「設計思考」重擬問題,打造全新生命藍圖比爾.柏內特(Bill Burnett), 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536 忽遠忽近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975638 過於喧囂的孤獨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著; 楊樂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5565 民間大三元風水辨證 姜振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129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I, 練習ABC.問題解答(附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167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 I(文法解說.參考詞彙.課文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174 日商職場禮儀日本語. 新入社篇 株式会社日建学院編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1

久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9789863211181 滿點文法. N4 友松悅子, 福島佐知, 中村かお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198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 II(文法解說.參考詞彙.課文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204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I.II, 標準問題集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1211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II句型練習冊 平井悅子, 三輪さち子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1228 大家的日本語進階I.II標準問題集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1242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II, 句型練習冊 平井悅子, 三輪さち子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842 道德經通譯本 陳榮三編著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946 菩提心要 力空金剛上師開示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002 勾魂使者日記 李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19 紫禁城的落日: 大清帝國覆滅的真相 金滿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33 國境極南太平島: 揭開臺灣國土最南端的神祕面紗葉曉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5040 史記: 回到蝴蝶效應的現場 朴玉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57 問神解答班 涂琦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64 天下麒麟榜: 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 商周.春秋.戰國篇晁中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三達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圓覺弘法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510 生活科技,原來如此!: 拆解孩子最好奇的家電、手機、3D列印機、太陽能、人造衛星 ......學習科學知識約翰.方頓, 羅伯.比提作; 周怡伶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565 歡迎光臨我的穆斯林生活 松原直美文; 佐竹美保圖; 林佳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127 我們去火星吧! 方素珍文字; 簡永宏圖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134 時鐘國王 小杉早苗作; 立本倫子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141 恐龍大冒險: 三角龍在海龜島大戰鯊齒龍 黑川光廣作;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189 恐龍大冒險: 三角龍與鐮刀龍大戰阿貝力龍 黑川光廣作;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611 把妹達人完結篇: 搞定人生下半場 尼爾.史特勞斯(Neil Strauss)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42 怕飛 艾瑞卡.瓊(Erica Jong)作; 韓良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59 一起,微醺 韓良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66 南方小鎮時光: 左營.庫倫洛夫 61Chi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043 那些成功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筆記規則: 活用64張圖,讓手帳一目瞭然的歸納整理術!佐久間英彰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315050 麥肯錫的大數據核心問題檢查術: 4大步驟解決業績下滑、客群不清等工作問題!大嶋祥譽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315067 如何看懂一支股票的題材&故事: 讓他在10年內,從20萬變8億?片山晃, 小松原周著;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9315067 如何看懂一支股票的題材&故事: 讓他在10年內,從20萬變8億?片山晃, 小松原周著; 易起宇譯 平裝 1

9789869315081 業務之神的習慣: 學會31個拉高氣勢的慣性推銷術,讓你99%都成交!加賀田晃作;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5098 態度定高度: 哈佛大學的37堂菁英必修課 韋秀英著 平裝 1

9789869352901 為何TED說話高手都有利他論辯的力量: 用自己的立場解釋,聽得霧煞煞;直指對方需求「講重點」最有效!出口汪著; 衛宮紘譯 平裝 1

9789869352925 學那些一流主管都有的7個能力: 慣性領導 黑川勇二著; 廖慧淑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樂文化

小熊



9789869352932 這樣回話你跟誰都能聊得開: 破冰、拜訪、成交,你一定要說的57句「同理心」回答法!五百田達成作;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52949 當「低價買進」即將到來,你應該有的存錢態度: 沒有儲蓄是因為放棄,還是長久養成的壞習慣?橫山光昭, 伊豫部紀子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5985 水資源大揭祕 立體書 馬爾科姆蘿絲文; 席恩森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210 尋找美味 奈特莉.芭比特(Natalie Babbitt)原著; 趙永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6302 吃掉了什麼? 岸田衿子文; 長野博一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326 噠噠噠!爹地超人 宮西達也文.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333 噓,這是一個秘密唷! 楠茂宣作; 亀澤裕也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340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苅田澄子文; 土田伸子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395 咿啊!小寶寶說...... 宮西達也 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401 超級大塞車 大村知子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432 隔壁的貍貓 瀨名惠子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32 隔壁的貍貓 瀨名惠子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63 哇! 松岡達英文.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87 乖乖睡呀!乖乖睡 喬凡娜.佐波利文; 西默娜.穆拉查尼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17 最喜歡媽媽了! 宮西達也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24 小小人兒來幫忙: 耶誕節來了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48 晶晶的桃花源記 哲也著; 陳美燕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6555 一年一班,天兵天將! 李光福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6586 好餓好餓的小白熊 成田雅子文.圖; 周慧珠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630 小雞過耶誕節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647 長腳的房子 陳瑞秋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661 臺南遊 孫心瑜作.繪 初版 精裝 2

9789862116661 臺南遊 孫心瑜作.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830 消防車出動了! 史提夫.歐卡德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5861 小黃點大冒險! 赫威.托雷(Herve Tullet)作; 周婉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892 影子飛機 五味太郎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908 小洋蔥 瀨名惠子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915 孤獨的巨人 蘇菲.安柏絲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922 想哭的時候 克里斯多福.希拉斯.尼爾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939 母雞蘿絲去散步 佩特.哈群斯文.圖; 上誼編輯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5953 貓頭鷹蝙蝠 瑪麗-路易絲.菲茨派翠克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960 跳著去噗噗囉,我的小寶貝! 莎莉.里歐-瓊斯文; 安妮塔.婕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5977 輕輕呼氣小白鯨 史考特.馬谷文.圖; 劉克襄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354 邏輯化操作+選擇權策略 黃怡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7361 技術分析實戰應用. 下: 攻心為上 廖祿民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5422 美好人生的風險智慧: 九個聰明冒險家教你如何在不確定中變勇敢波莉.莫蘭(Polly Morland)著; 侯嘉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39 非典型破壞: 西方不認識、資源大轉移的四個新世界顛覆力量理查.道博斯(Richard Dobbs), 詹姆士.曼宜伽(James Manyika), 強納生.渥策爾(Jonathan Woetzel)合著; 盧佳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46 為什麼思考強者總愛「不知道」?: 傑出商業家、藝術家與創新人士如何精通從不確定中找機會?史蒂芬.得蘇澤(Steven D' Souza), 黛安娜.瑞納(Diana Renner)合著; 簡美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60 分享經濟的華麗騙局: 用科技收租的網路新地主,正如何危害人類社會?湯姆.史利(Tom Slee)著; 李婉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77 我在投資銀行的黑色鬧劇: 那些華爾街混蛋與幾億美元交易的故事約翰.拉斐爾(John Lefevre)著; 黃書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寫

送存冊數共計：22

上誼文化



9789865695484 當自己的大設計師: 歡迎報名我的「設計思考課」,創意解決人生疑難林志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491 看不見的手 馬歇爾.傑逢斯(Marshall Jevons)著; 曾沁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521 好音樂的科學: 破解基礎樂理和美妙旋律的音階秘密約翰.包威爾(John Powell)著; 全通翻譯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552 餐桌上的中世紀冷笑話: 耶魯歷史學家破解古典歐洲怪誕生活伊麗莎白.阿奇柏德(Elizabeth P. Archibald)著; 何玉方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594 假性孤兒: 他們不是不愛我,但我就是感受不到 琳賽.吉普森(Lindsay C. Gibson)著; 范瑞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600 數學童話王國: 好餓好餓的螞蟻 愛蓮娜.平瑟斯(Elinor J. Pinczes)著; 邦妮.麥肯(Bonnie MacKain)繪; 張美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17 數學童話王國: 一公分的毛毛蟲 愛蓮娜.平瑟斯(Elinor J. Pinczes)著; 邦妮.麥肯(Bonnie MacKain)繪; 張美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24 數學童話王國: 瓢蟲喬喬好孤單 愛蓮娜.平瑟斯(Elinor J. Pinczes)著; 邦妮.麥肯(Bonnie MacKain)繪; 張美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31 數學繪本王國: 我有一個方形的月亮 愛蓮娜.平瑟斯(Elinor J. Pinczes)著; 邦妮.麥肯(Bonnie MacKain)繪; 張美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5970 男生女生可以一起玩 派崔克.葛斯特(Patrick Guest)文; 納瑟尼爾.艾克史卓姆(Nathaniel Eckstrom)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24 哥哥要出生了 朴圭斌圖.文;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48 往上面! 鄭震鎬圖.文;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62 魔法劇場 福田純子文.圖; 林珊如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558 西城夜雨: 十年宗長的驀然回首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565 隨心所悅: 回到文字最初的感動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589 夢中的翅膀: 我的人生靈感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穎文化



9789865859589 夢中的翅膀: 我的人生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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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23416 帝宮寶藏: 大器藝琉 徐慧娟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809 百變調理機料理 劉郁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16 百變氣炸鍋料理 魏鑫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23 烘焙練習曲. 1: 臺式麵包 黃汶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30 百變烤箱料理 劉郁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47 低熱量高營養手工烘焙點心 黃淑馨, 劉郁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54 烘焙品牌成功進行曲 吳闕,秦江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61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17 張清淵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78 百變創意奶昔 黃淑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885 手做點心 吳青華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908 與雲對話 徐旭玫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19939 宜蘭縣花蓮縣全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器內蘊文創藝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555 塗鴉牆.世界窗 李怡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562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232579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232593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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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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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6155 雙廚鬥陣好菜上桌 索艾克(Soac), 喬艾爾(Joe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62 生活就是一場旅行 中村好文作; 褚炫初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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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86186 美的日用品: 現在就想使用的日本好東西 大熊健郎等合著; 郭台晏, 王筱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193 365日。: 日常生活與餐食 渡邊有子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09 聰明女子好廚藝 桐島洋子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4927 蒼穹之韵: 劉國松水墨藝術展 平裝 1

9789868904934 蒼穹之韵: 劉國松水墨藝術(簡體字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363 環臺的意義: 一個哲學家的觀察 謝青龍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山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9789869200370 我們值得更好的城市 邱秉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88817 全部的你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86 正面的解讀.逆向的思考: 聖嚴法師開導吳若權筆記108課人生智慧學習吳若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893 止痛 林永青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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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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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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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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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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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1534 巴黎散步之旅 殿真理子著;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41 義大利散步之旅 森實與子著; 呂亭儀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58 德國散步之旅 關田淳子著; 呂亭儀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565 在TOYOTA學到的只要「紙1張」的整理技術 淺田優著; 楊麗珮譯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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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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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1596 恆常如新的每一天: 打造衣食住與工作的經典風松浦彌太郎著; 嚴可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02 工作男子健康外食術 白澤卓二著; 謝其濬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19 三神教我的幸福事 鹽崎凱也著; 余亮誾譯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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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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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下雜誌



9789863981640 微行動引爆團隊力 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57 創意,然後呢?: 蘇麗媚對於創意、創值、創業的28道思考蘇麗媚口述; 盧智芳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71 向阿德勒學習 部屬育成心理學 小倉廣著; 葉小燕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88 (實踐)小說教室: 傳達意念、感動人心的基本方法根本昌夫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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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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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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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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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1749 快速學會動員上司與部屬最強的2大能力: 說明力和解決力知的習慣探求舍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56 瘦身常備菜 柳澤英子著;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63 深短睡眠 讓你早晨就強健的根本 福辻銳記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5743 韓語中高級實力養成訓練營: 單字、文法、閱讀、寫作,一次搞定!金廷炫等作; 賴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750 新韓檢中高級TOPIK 2字彙 60天搶分王! 裴英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767 一本漫畫學會日語擬聲擬態詞 吉原早季子作; 劉建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774 惡魔財經英語辭典 傑森.茲威格(Jason Zweig)著; 林錦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781 大聲發問,用力思考: 猶太爸媽都在用的「哈柏露塔」高效學習法全聲洙著; 熊懿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798 一張紙+一個象限圖讓問題變簡單: 快速整理、簡化流程、做好時間管理,搞定工作大小事吉山勇樹著; 劉愛夌譯 初刷 平裝 1

9789862485804 關西HOLIDAY: 大阪.京都.神戶.奈良.和歌山,一本就GO!Inpainterglobal著; 鄭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811 跟著福爾摩斯穿越倫敦: BBC影集、電影劇照與老照片,帶你漫遊辦案路線與時代街景蘿絲.薛佛(Rose Shepherd)著; 林濬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828 暴徒廚房: 狂妄廚師的健康蔬食食譜 暴徒廚房(Thug Kitchen)著; 蘇楓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835 紐約慢慢玩你不知道的大蘋果: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盧晏星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835 紐約慢慢玩你不知道的大蘋果: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盧晏星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842 樂遊倫敦: 西敏市、蘇荷區、劍橋、格林威治 金知善, 文恩貞著; 獨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866 日語文法誰敢來挑戰：Ｑuiz快問快答,高手魯蛇立分高下!. 新手練功篇林士鈞, EZ Japan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日月文化



9789862485873 3天搞懂財經資訊: 看懂財經新聞、企業財報不求人,找出年年下蛋的金雞母!梁亦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880 超級預測: 洞悉思考的藝術與科學,在不確定的世界預見未來優勢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 丹.賈德納 (Dan Gardner)著; 蔡裴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897 日檢N3應考對策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903 好餓好餓的大野狼 中村陽子文.圖;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910 首爾大學韓國語. 4A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927 早稻田商學院必修的六堂商業戰略課: 從價值主張到破壞式創新,設計你的成功商業模式淺羽茂等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3586 初音: 林葳作品選 古川雅啟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464 李時珍脈象學習圖譜 李申清, 余海根, 王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9471 重要漢方處方解說口訣集 大塚敬節, 矢數道明, 清水藤太郎著; 邱年永翻譯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38603 商事法精論 梁宇賢等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2966 晚吟樓詩集 王家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2997 憶往六集 陳有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日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日升月鴻畫廊



9789863143000 傅作義麾下名將及著名戰役 萬樂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17 裴尚苑書法集 裴尚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31 大兵法家范蠡研究: 商聖財神陶朱公傳奇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48 晚霞燦黃昏: 裸體寫真晚年 許其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55 <>滿文譯本研究 莊吉發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62 天真之旅: 武俠小說與科幻小說論文集 鄭錠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79 康南海先生遺墨 康有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86 芝山雅舍: 健群小品 吳信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093 風雨八十年: 從小兵到教授的故事 莊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109 理存事件.時習致用: 顏習齋哲學思想的展現與落實汪文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147 十萬山人集 鄧鎮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154 朵朵蓮生: 真佛宗研究論集 吳有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161 典藏斷滅的文明: 最後一代書寫身影的告別紀念陳福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185 民國文學中的邊緣作家群體 張堂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192 問題與方法: 民國文學研究 李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08 譯易學研究 吳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15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143222 葉莎現代詩研究賞析: 解讀靈山一朵花的美感 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39 古典文論詩文之論述 徐麗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301 化妝品製造與檢驗實作 林恩仕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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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中永實業



9789865717384 外事警察學常用國際條約與相關法規輯要 劉進福, 吳修閤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5717421 蛻變警大八十年: 警政管理論文選輯 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950 令人大感意外的脂肪: 為什麼奶油、肉類、乳酪應該是健康飲食妮娜.泰柯茲著; 王奕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967 人體疾病圖解大百科 服部光男, 岡島重孝監修; 高淑珍, 陳瀅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68981 鬆肩頸、解疼痛、通鼻病、救失眠,我有一套: 閉嘴咬一咬,調整筋膜自癒力林彥璋, 林子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419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三十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0836 中州安全科技與消防產品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3黃立仁, 鄭合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526 易經十翼 黃秀蘭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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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州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方舟文化



9789571187259 基本電學總複習 王金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730 數位電子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桃園縣念慈文教技藝推廣協會師資群, 張載享作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2937 黃帝內經靈樞譯釋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 孟景春, 王新華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9232944 陸瘦燕朱汝功針灸醫案 陸瘦燕, 朱汝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951 華語文課程與教學設計 張金蘭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847 翻轉人生的15堂英文課 吳宜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7854 走吧!一起用泰語去旅行! 林璟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7861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TOEFL iBT托福「單字」+「文法」怪物講師教學團隊(臺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7878 餐桌上的蔬食美學: 140道超簡單、零失敗的料理提案古露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865 心理大師教你學會神探窺心術: 偵察空間線索,解讀行為痕跡,任何人在想什麼、做了什麼,你皆能看穿 !Sam Gosling著; 洪士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72 好循環工作術: 富者越富,窮者更窮,為什麼?高薪職人不肯說的秘密!相原孝夫著; 呂承儒, 葉冰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89 「揉揉手指」の神奇自癒力: 手指瑜珈+排毒呼吸法,不受限的極速健康運動龍村修作;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4896 超效率驚人記憶法: 學會三種關鍵技術,記憶力會像滾雪球般地增長多湖輝著;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01 超級業務絕對成交の技術: 6個驚人習慣力,讓你擁有「一出手就簽約」的特質的場正人作; 童唯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18 不懂暗示心理學,講到死也沒人聽: 利用「人性弱點」,操縱「潛意識」,所有人都不自覺地聽你的樺旦純作; 羊恩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25 哈佛大學這樣教出孩子競爭力: 未來人才一定要具備的7大生存能力Tony Wagner著; 宋偉航譯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不求人文化



9789869293532 聽懂暗示語,接話漂亮,誰都喜歡你:活用100則萬用話庫 ,不再因說錯話、反應慢而懊惱後悔山口拓朗作; 林麗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49 不用絞盡腦汁也能創新的模仿絕技: 最賺錢的好點子,99%都是偷來的俣野成敏著;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56 如何讓人看見你的價值值: 小螺絲也有大成就的77堂練習課日東精工株式会社企画室作; 陳柏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63 學會愛自己的方式,不再愛傷: 改變人生的八個祕密,擺脫困頓,活出精采的自我發現之旅瑪莎.博斯特(Martha Borst)著; 林雨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70 博士名醫都在用美瘦健康偷吃步: 不用斷糖,甜點零食盡情享用!35個「非典型」科學健康法平松類, おかのきんや著; 王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587 不想加主管臉書好友,該怎麼辦?: 懂得這樣做,主管罩你,部屬一路相挺濱田秀彥作; 駱香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8796 對話憲法.憲法對話 湯德宗著 修訂三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250 為什麼操盤手賺錢快、狠、多?: 當沖高手金湯尼10年獲利8位數投資祕技金湯尼著 平裝 1

9789869225274 我只是敢和別人不一樣: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勇氣學岸見一郎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281 操盤手都在用的籌碼K線 教你選對飆股年賺50%施孝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19 大賺3億的股市獲利投資術: 蕭明道技術分析實戰全解蕭明道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5786 閒臥雲山任海天: 生活影像裏的詩歌美學 胡仲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694 客隱於市: 屏東市河婆客家生活環境資源調查研究曾純純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30 當代應用心理學 劉威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47 當代應用心理學: 網路課程以多層次模式教學實務與成效分析: MOOC+SPOC+OCW混合教學設計劉威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54 身體、科技與認同: 當代女性藝術家的自我展演余瓊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天宏



9789865955861 目連變文與目連戲 廖藤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78 魂夢遙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885 En busca de una comunicacion intercultural espanol-chino: traduccion, didactica y documentacion古孟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437 親愛的老公: 結婚了,然後呢? 黎詩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438 痛!我解 吳昌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500 彼得與狼 普羅高菲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原著; 林希蒨編譯; 池婉珊圖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417 貝多芬快樂徹爾尼100首. 上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312424 貝多芬快樂徹爾尼100首. 中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音之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空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明耀



9789571181707 客家師傅話(鈴仔部分) 廖德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1769 童謠細人歌 廖德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6108 PBL教學模式的理論與實務探討: 以環境永續課程應用為例陳宜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351 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愛用五年日記本 品味生活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412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 周德禎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6450 李碧華電影小說之空間研究 蔣興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511 實用民法概要: 案例與問題解析 洪瑞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641 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實務 莫藜藜等合著; 許臨高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6726 縱橫今古說武俠 林保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788 R軟體統計進階分析實務 吳明隆, 張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856 美濃客家語寶典 劉明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894 解讀印度: 一個不確定的崛起強權 陳牧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900 中英論文寫作的第一本書: 用綱要和體例來教你寫研究計畫與論文葉乃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6924 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 一步步的教你如何寫,讓論文輕鬆過關周春塘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6931 實證護理的臨床應用 盧美秀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993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5版 平裝 1

9789571187082 土壤地下水污染場址的風險評估與管理: 挑戰與機會臺灣土水污染防治技術合作平臺風險評估小組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36 50則非知不可的化學概念 海莉.柏琪著; 張如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50 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 李開遠著 3版 平裝 1

9789571187167 親屬法: 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17版 平裝 1

9789571187181 電腦輔助測驗與評量 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334 群己人倫與生命關懷 溫媺玫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7464 浯洲雜記 王宏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7587 汽車嘉年華 史蒂芬.榮波(Stephan Lomp)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7594 街頭大車拼 史蒂芬.賽德爾(Stefan Seidel)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7600 皮亞傑教育思想與教育理論 陳峰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17 工地大冒險 史蒂芬.榮波(Stephan Lomp)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7785 真空烹調 程玉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39 藝術與法律 沈中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853 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 李錦楓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7891 生命.海洋.相遇: 詩文精選 吳智雄, 顏智英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7907 政治學 吳重禮等合著; 陳義彥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7921 看見教育的未來: 一所小學校長的辦學家書 黃振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38 棒球物理大聯盟: 王建民也要會的物理學 李中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945 失落的文明: 巴比倫文化 劉增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8027 東京最有意思的建築物 伍爾夫.麥耶(Ulf Meyer)著; 李中文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8102 圖解大氣科學 張泉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126 生態環境與社區安全 許海龍, 許家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232 經理人英文 張文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249 我的第一本服裝素描本 妲嫚.丹尼爾(Tamar Daniel)著; 洪蕙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270 國中理化一點都不難 陳大為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287 臨床微生物學: 細菌與黴菌學 吳俊忠等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8317 海外華人資訊網絡: 以臺灣宏觀電視為例 陳偉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48 開口就會英國長住用語 周樹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8355 圖解課程發展與設計 敬世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79 中國戲曲概論 吳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86 經濟學花路米 鍾文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54 財金統計學: 使用R語言 林進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92 桌球: 邁向卓越 Richard McAfee著; 鍾莉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560 擊劍: 邁向卓越 Elaine Cheris著; 沈易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621 Stata在財務金融與經濟分析的應用 張紹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652 產學實務: 影音 文學 導航式寫作 徐紀芳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706 張岱<>研究 徐紀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812 領隊實務 趙曼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850 聲韻學: 聲韻之旅 竺家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874 複雜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881 生涯規劃 陳澤義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01 中原大學教學實務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夏延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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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彭妮絲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488 異想世界Art and Happiness 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2440 逗點之後,人生故事才開始: 19個走出困境的孩子和張秀菊基金會的故事趙莒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662 平行倫敦: 死靈的預言詩 馬克.霍德爾(Mark Hodder)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23 宋詞是黃昏的窗櫺 侯皓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761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 輯一, 小說 芥川龍之介著; 彭春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78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 輯二, 小說 芥川龍之介著; 邱若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85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 輯三, 小說X評論 芥川龍之介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792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 輯四, 遊記 芥川龍之介著; 管美燕,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808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 輯五, 小品X小說 芥川龍之介著; 王憶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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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58

中原大學



9789863592815 媽!我要住眷村: 黃埔新村以住代護紀實 夏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853 西班牙繪旅行 文少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877 唐詩是不想告別的聚會 郭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891 灰色的彼得潘: 池袋西口公園. 6 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907 G少年冬戰爭: 池袋西口公園. 7 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914 法國媽媽的創意式教養 瑪莉.捷爾維(Marie Gervais)著; 劉允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921 一起畫水彩 菲力克斯.辛伯格(Felix Scheinberger)著; 徐嫚旎, 陳宛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475121 回家: 顧城精選詩集 顧城作; 張寶云, 林婉瑜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938 下一個100年: 21世紀全球政治、經濟、資源、太空戰爭策略大布局喬治.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著; 吳孟儒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945 最完美的伸展書 朴書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952 出走: 諾貝爾獎得主艾利絲,孟若短篇小說集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 汪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969 人生沒什麽不可放下: 弘一法師的人生智慧 弘一法師原典作; 宋默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2976 上一堂有趣的中國性愛課: 從上古到隋唐 王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990 為什麼任性的父母更長壽?: 明白老後行為和心理的轉變,和父母相處得更自在愉快佐藤眞一著; 林美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027 如何寫好小論文: 從甄試到大學作業的致勝關鍵彼得.瑞德曼(Peter Redman), 溫蒂.梅普爾斯(Wendy Maples)著; 林金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8689 瑞士不簡單 陳雅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34 大家好,我是Naho: 來自日本插畫家的臺北發現 小川奈穂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41 萬字 谷崎潤一郎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65 講故事是一種真誠的表演 瑪歌.萊特曼(Margot Leitman)著; 黃非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72 池袋西口公園 石田衣良著; 常純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089 戰地鐘聲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陳榮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96 在一起就好 安娜.戈華達(Anna Gavalda)著; 施瑞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119 藍泥般溫潤的手: 外省腔三部曲. 一 藍曉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126 屋簷下: 外省腔三部曲. 二 藍曉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157 美國牧歌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著; 宋瑛堂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天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1952 詩篇爭戰的禱告 陳留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58 何西阿書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65 從嘆息到擁有: 如何得著神已為你預備的 鄧靈德(Gregg Denningto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65 從嘆息到擁有: 如何得著神已為你預備的 鄧靈德(Gregg Denningto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072 愛與時間長河的力量: <>創作報告 李靖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089 <><>創作報告 李靖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096 僕人領導: 裝備課程(學生本) 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作; 劉光政, 章世佳譯修訂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72096 僕人領導: 裝備課程(學生本) 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作; 劉光政, 章世佳譯修訂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772102 僕人領導: 裝備課程(學生本) 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作; 劉光政, 章世佳譯修訂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72102 僕人領導: 裝備課程(學生本) 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作; 劉光政, 章世佳譯修訂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772119 乘風破浪: 勇向前行的導航者: 劉康克教授追思紀念集孫小英, 汪建民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119 乘風破浪: 勇向前行的導航者: 劉康克教授追思紀念集孫小英, 汪建民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126 明白屬天的指引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林玉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133 畫皮、畫肉,還要能畫骨: 無悔的一生 曾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140 財富的分配與分享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157 跟耶穌學領導力: 給今日領袖一個永不過時的模式卜睿納(Bob Briner), 蒲理查(Ray Pritchard)合著; 劉如菁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157 跟耶穌學領導力: 給今日領袖一個永不過時的模式卜睿納(Bob Briner), 蒲理查(Ray Pritchard)合著; 劉如菁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164 是這份愛(簡體字版) 楊惠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171 笑裡藏道 曾興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171 笑裡藏道 曾興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195 烈火軍火庫 洪光炳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218 我的希望之旅 鮑伯.哈特利(Robert Hartley), 艾米安.哈特利(Amyann Hartley)著; 雷祖倫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426 Touch Base. 1 DennisGrant, David Hepburn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2

天馬行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708 中國沈繡之美: 胡嘉華典藏 陳佐, 胡嘉華內文撰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295 大陸期刊文學獎獲獎作品選集 高鵬程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254 中國工程師學會115年發展策略白皮書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202 劉文金作品專場: 鄭曉玫胡琴獨奏會之演奏探討鄭曉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219 世界級男、女排球比賽技術應用之分析: 以2016里約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資格賽為例王敏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226 古今兼容: 探析亞歷山大.斯卡拉第、孟德爾頌與施尼特克的大提琴創作孫小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233 生命感動生命: 善待學生,教學真的可以不一樣! 陳寶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240 俯仰: 中華民國政略家張其昀 劉廣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工程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悅國際企業



9789869370264 大風馨傳: 孫家勤教授繪畫暨捐贈展 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290 Happy Pops 快樂3D立體書(中英對照) 元將文化編輯小組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881306 GROWING UP英漢圖典3000字 Yen-Ling Chiu, Yu-Ching Chen主編 2nd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705 白雲飛渡 張郁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8569 TOP Nurse. 2015: 護理行政學 謝謙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576 二技 生解基護歷屆試題. 97-105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583 有機化學歷屆試題(上) 方智著 平裝 1

9789865778590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 沈芃萱著 平裝 1

9789865778606 英文精華 張文忠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620 國文大題小作 陳元著 平裝 1

9789865778644 醫師國考系列: 人體解剖學 趙俊彥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651 醫師國考系列: 人體解剖學題庫 趙俊彥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675 終極英檢 張美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允晨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659 服務主導邏輯 Robert F. Lusch, Stephen L. Vargo著; 池熙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666 ISO 9001: 2015改版技術手冊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373 分享與善誘: 中國科大績優導師的故事. V 謝青峰等撰稿; 鄭亞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26380 在生活中遇見品格. III 鄭亞薇主編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366 兩岸經貿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6年 曾巨威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1524 蘇軾詩詞精選集 孫燕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31 李後主詞精選集 孫燕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48 李清照詞精選集 孫燕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55 李白詩詞精選集 孫燕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62 新編百家姓源流集成 孫燕文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79 學講日本話速成 許惠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86 字音字形實力大挑戰 王惠玲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593 游泳潛水技法指南 葉國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09 新譯人間詞賞析 王惠玲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16 易卦占卜大全 胡焰棠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科大商學院



9789862471623 白話詳解相術大全 袁忠徹等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508 璀璨風華 王健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558 中國郵票研究會年刊. 2016 黃文明, 孫國光, 楊國龍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360 一帶一路與兩岸雙向投資 李夢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502 尋影鄉愁: 周鑫泉攝影作品集 周鑫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386 從零歲開始. 第二集 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Robert Bucknam)合著; 吳凱雯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6521416 基督徒的藝術觀 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著; 黃語慧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夢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王健設計藝術學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3254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16 郭奇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6735 中華九九書畫會丙申年創作獎暨會員作品集 廖慧雪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600 口琴的力量: 王慶勳先生點燃的音樂之心 中華口琴會聯合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6534 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五一週年: 兩岸書畫名家聯展專集陳茂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96534 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五一週年: 兩岸書畫名家聯展專集陳茂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311 職場勝經: 天下老闆都在意的那些事 王佳煌總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智大學學生事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口琴會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漢書藝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九九書畫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256 中華大學校藏藝術精品彙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3590 潛思維.逍遙遊: 張光賓的學行記痕 張光賓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3606 從北平到臺南: 郭柏川和兩個古都的教學 郭柏川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3613 沉靜而洶湧的大地 王拓等人作品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8989 華嚴世界的修行 胡順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8996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8380 水舞黑琵 張順雄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8397 水舞黑琵 張順雄攝影.文字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1169 開始在英國自助旅行 李芸德作; 吳國維, 林庭如攝影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213 開始在愛爾蘭自助旅行 陳琬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237 開始搭海外郵輪自助旅行 胖胖長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太普公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元華文創



9789863361251 開始在加拿大自助旅行: 附溫哥華.洛磯山脈 沈正柔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268 開始在歐洲自助旅行 蘇瑞銘, 鄭明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275 德國旅行家: 10大城市自助行+商務旅行攻略 林呈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282 100個在旅行中繪畫的技巧 羅安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299 開始在荷蘭自助旅行 陳奕伸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312 積存時間的生活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李毓昭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329 義大利尋藝之旅: 看展.拜訪藝術家.體驗義式鄉間生活蕭佳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36 阿姆斯特丹 蘇瑞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43 開始在北京自助旅行 沈正柔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350 超簡單彩繪水墨畫: 毛筆也能畫水彩 酒井幸子作; 郭寶雯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376 我可愛了 大A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390 #斷不了 李鼎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06 了不起的未來筆記術。 小西利行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20 不乖勝出: 創造自己的遊戲規則,贏得職場成功的機會洪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420 不乖勝出: 創造自己的遊戲規則,贏得職場成功的機會洪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437 寧靜之道: 在「寧靜禱文」中找到平安喜樂 喬納森.莫里斯(Jonathan Morris)著; 林以舜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0942 世界名牌狗咬豬. 4: 正妹潮男必讀時尚小故事 吳澄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959 世界名牌狗咬豬. 5 吳澄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966 世界名牌狗咬豬. 6 吳澄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0973 好爸爸的幸福餐桌: 聰明吃出美麗健康與長壽 陳旺全, 白志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方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325 大學創新轉型發展 陳愛娥等作; 楊國賜, 胡茹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029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獎章」專輯. 第18屆 劉香梅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5447 「阿拉伯之春與中東地區的民主運動」論文集 李登科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796 宮澤賢治及其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邱名容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5012 生物概念與教學 嚴瓊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學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阿文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技職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620 Enjoy taiwan's museums 平裝 1

9789869150637 悠遊臺灣博物館 潘欣怡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839 培育優質的孩子: 從一份實用的教養藍圖開始 謝禎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6357 臺灣漁會大事年表 胡忠一, 范雅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622 從臺灣營運大陸「跨境電子商務」的市場商機及操作實務袁明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46 解讀中國大陸節能環保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53 新南向東協利基產業商機調查: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黃雅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60 中近東利基產業商機揭密: 伊朗、土耳其 華紹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526 Proceedings of technical papers: e-manufacturing & design collaboration symposium. 2016Yu-Ting Kao等[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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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8542 篆刻: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 第十八期 古耀華, 林倉盟, 白勝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003 擎天展翅 中華騰飛: 中華民國擎天協會成立十週年專輯侯一罡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4056 丙申二0 一六陳其銓教授百歲紀念展暨弘道海內外薪傳展成作品集張月華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1522 全國盆栽榕樹展. 第10屆第1次 呂文進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6209 妙法聖念處經 宋法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216 佛法感應與現代因果 慧緣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16247 吃素100問 海濤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254 菩薩戒經選輯 海濤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16285 父子合集經 宋日稱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292 The power of will Master Hai Tao作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印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弘道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全國盆栽榕樹協會

篆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擎天協會



9789865816308 The power of will Master Hai Tao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16315 The power of will Master Hai Tao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16322 The power of will Master Hai Tao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16339 慈悲的眼睛. Part2 海濤選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346 Füllen wir uns selbst mit liebe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353 Frieden und glück miteinander teile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360 Ein echtes lächel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377 Vergiss nicht,Danke zu sage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384 Die Tür zum Reichtum offne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391 Die verwandlung von intelligenz in weisheit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07 Sei dein eigener meister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14 Die samen des Glucks aussae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21 Gefühle sind tiefer als der Ozea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38 Erfolg=FleiB+Entschlossenheit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45 Zwischen Haben und verlieren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52 Ermahnen wir uns zu Ehrlichkeit Meister IIai Tao[作] 精裝 1

9789865816469 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呪經 唐寶思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47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520 臺灣前50大企業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042 馬丁路德羅馬書講義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原著; 波克(Wilhelm Pauck)編譯; 李春旺中譯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4

中華信用評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490 香山居雜詠 林永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005 Ping ping and the very hairy, slightly scary man by Jennifer Su McIntyre; illustrated by Rolla Pan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3761 小龍郵票 何沐源編著 精裝 1

9789868373778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9789868373778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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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601957 2016年里約奧運會支援工作團報告書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9789867601971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6年第31屆里約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9789867601988 中華臺北代表團參加2016年第5屆峴港亞洲沙灘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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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景



9789575725099 人際關係 韓聖, 陳建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105 法律與生活(大學用書) 劉瀚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5112 品質管理(大學用書) 張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129 商用英文(大專用書) 邱怡慧, 賴暄堯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5136 英文(大專用書) 郭筱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5143 多媒體應用(大專用書) 唐日新, 徐敏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150 稅務法規(大學用書) 毛治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167 英文文法與修辭(大專用書) 張秀珍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5174 中國文化史(大專用書) 魏嚴堅, 許明珠, 任天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181 國文 廖芮茵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725198 人生哲學 李貴豐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5204 商用英語會話(大專用書) 徐琍沂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725211 計算機概論(大專用書) 陳大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228 管理學(大學用書) 魏中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235 會計學(大學用書) 劉正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5242 法律概論(大專用書) 劉翰宇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5725259 衍生性金融商品(大專用書) 林容如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5266 金融法規(大專用書) 杜文禮, 蔡旻秀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5725273 英文檢定(大專用書) 梁彩玲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908 鄉野情懷: 林碧霞水彩寫生集. 二 林碧霞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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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中華精工光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漢方生醫科技



9789868693319 傷寒論與傷熱論的結構分析 趙家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763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6, 製造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770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6,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787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6, 綜合篇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794 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6, 金融業、公營事業及外資企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800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6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936 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王文燮編著 增修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4814 數位化植牙新視界 陳建墉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7549 兩岸關係與國際法發展 陳純一, 許耀明, 陳貞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7549 兩岸關係與國際法發展 陳純一, 許耀明, 陳貞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醫管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戰略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1249 設計x概論 日新設計團隊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407 隨手就能做的養生好料理 李燕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414 自己種菜吃: 都市中的療癒菜園 唐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421 14天擺脫西洋梨: 瑜伽下半身塑體 林怡君, 張翠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637438 漫漫腸路停看聽 姚紀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445 一公分的輸贏 吳其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452 學會談判 劉必榮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6637469 冰與火の止咳妙方 吳建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476 禪武醫之少林養生大法 釋延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637483 與時聚財: 我如何預知股價高低點 吳中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490 帶出資優兒的祕訣: 陪伴 李春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20 肌內效魔法貼 林冠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309 專案管理辦公室(PMO)實踐架構: 結合人、組織、流程與工具高橋信也, Andrew Neuman作; 博旭昇, 游馥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321 這是什麼? 薩斯.博以爾(Cecile Boyer)作.繪; 郁茗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元嵩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日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經社



9789865730338 從前從前有一座森林 斐德利克.芒索(Frederick Mansot)作.繪; 徐麗松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52 愛心樹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69 閣樓上的光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376 誰要一隻便宜的犀牛?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74 害羞的甲蟲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Dianna Hutts Aston)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81 活生生的石頭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Dianna Hutts Aston)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018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中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27032 麗澤文化新象: 麗澤文化新象書畫展. 二0一六 詹清全, 詹博州主編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9227032 麗澤文化新象: 麗澤文化新象書畫展. 二0一六 詹清全, 詹博州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27049 產學合作計畫暨校內補助案成果發表會. 105學年度中臺科技大學教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7056 璀璨中臺.譽滿四海 張桓忠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925 中臺神學論集. 第七期 王觀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3931 深入教學現場 吳英長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979 笑傲班級: 班級經營實用祕笈 林玫伶文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3986 繪本感動力: 臺灣繪本創作者的故事 陳玉金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臺神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023 齒牙形態 片岡繁夫監修; 脇田太裕著; 蔡士棹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718 雕刻記憶. III, 信物的敘事 楊北辰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48 1秒鐘,預見你的下一步: 「我懂你」ICU潛意識溝通圖卡: 書你不說的,我都知道沈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7055 推浪的人: 編輯與作家們共同締造的藝文副刊金色年代林黛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7055 推浪的人: 編輯與作家們共同締造的藝文副刊金色年代林黛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6650 Rethinking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Learner Autonomy and Learning Strategies陳祥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67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ttitudes and Self-identity Changes: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Majors in a Taiwanese University杜佩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674 漢語與英語跨文化對比: 網路社會之語用策略研究謝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742 Reading pass intro Andrew E. Bennett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759 Reading pass Andrew E. Bennett作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476766 Reading pass Andrew E. Bennett作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476773 Reading pass Andrew E. Bennett作 三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1476803 培養思考力: 以高中階段英語文教育為例 陳秋蘭, 程玉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日毅企業



9789861476834 西班牙語、漢語構詞學概論 王鶴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858 Developing english vocabularies through news articles陳盟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865 Essential english patterns and translations 陳昭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872 Son of the sun I-Fang Chung, Yi-Cheng Huang[作] 1st.ed 平裝 1

9789861476896 Effective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王幸瑜, 楊淑良, 廖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902 Reading,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culture: Design of a MI-based reading programYing-Hsueh H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919 Wings of knowledge: western literature for college studentsCharles Zhengwei Chen, David Russell Pendery, Chu-Chung Hsu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926 Breaking through 許雪芬, 李玲英, 王健任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76933 Breaking through 許雪芬, 李玲英, 王健任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76957 實用英文 Practical english in use 許雪芬, 李玲英, 王健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6964 應用外語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5景文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971 外語教學行動研究 Hsia, Chung-shun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988 When accents weigh heavily on interlocutor perceptions: Implications of linguistic stereotyping in EFL classrooms,acceptance of world englishes徐伶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6995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nd L2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the taiwanese efl context: A mixed methods study鄭杏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008 西班牙語、德語、英語語音比較概論 王鶴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015 英語文法精華 許雪芬, 李玲英, 王健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022 CCUT on Target 陳盈妃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7039 Shine woods english 醒吾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1477046 Shine woods english 醒吾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1477053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李慧嫺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7060 修平科大多益單字必考手冊. 期中/期末 王幸瑜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077 TOEIC made easy 程婉亭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7091 華語教學語法 何淑貞, 王錦慧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1477114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四屆梁耀南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477121 Practice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陳淳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38 Chaos and old night: moral and experiential analysis in literature潘大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52 從篇章語法到修辭解釋 屈承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69 Learn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 吳秀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76 700 Frequently used ldioms & phrases 譚惠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83 Effective english grammar learning 蘇莉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190 實用英語人才培育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六屆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觀光英語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06 嚕比一夥人爭辯的大小事: 思辯和論辯攻防祕笈常紹如, 沈郁汝, 柯定吟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13 Wond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王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20 英文俚語Animal Kingdom 黃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37 The proceedings of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TEFL & applied linguistics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44 會議展覽英文 黃雅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51 Taiwanese university EFL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L2 culture through popular filmsMorgan William Doole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68 從中英文大不同談翻譯 胡淑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82 英語教學實務省思 鄧廣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299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APLX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05 Teacher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mputer-mediated discussions蔡瑞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12 NCYU Inquir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Theme: linguistics applied across border. the 2015 Issue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29 極致: 程度詞的共性與衍生途徑 劉秀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36 Practical english skill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陳昭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43 English reading: A book of daily meditation 陳盟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50 多元語言社會化: 旅臺國際生敘事研究 王啟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67 英文字詞表達隨筆漫談 羅吉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374 通識課程實務與創新教學論文集. 2016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英文領域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404 Construction of an EFL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modelChin-Min L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411 設計個人化溝通學習模組: 以語言發展障礙為例劉怡君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71487 第十九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彙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0257 革命的做法: 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 港千尋著;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9

心靈工坊文化



9789863570264 你是盡責憂慮者嗎?: 別再杞人憂天,找回平靜人生伊利特.科恩(Elliot Cohen)著; 李惠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271 這裡原本是我家: 士林王家都更抗爭告白 王瑞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295 純南極 謝純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18 被遺忘的愛神: 神話、藝術、心理分析中的安特洛斯奎格.史蒂芬森(Craig E. Stephenson)著; 周嘉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70349 帝國的結構: 中心.周邊.亞周邊 柄谷行人作; 林暉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70387 搶救繭居族: 家族治療實務指南 田村毅著; 黃瓊仙等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394 失眠保證班,無效免費: 認識18種讓你徹夜難眠的心理和行為吳家碩, 林晏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455 靈魂密碼: 活出個人天賦,實現生命藍圖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著; 薛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509 以瘋狂之名: 英美精神異常抗辯史 楊添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53 塔羅冥想: 基督信仰內在隱修之旅 無名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70660 孩子與惡: 看見孩子使壞背後的訊息 河合隼雄著;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280 裸 naked_a.m p.m 李維維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65744 勁爆女子監獄 派波兒.克爾曼(Piper Kerman)作;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751 奇蹟女孩 傑森.默特(Jason Mott)著; 薛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775 榮忠豪100%Daily Life寫真EP 榮忠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5782 紙牌屋. 3, 墓誌銘 麥可.道布斯(Michael Dobbs)作;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799 王傳一。內心戲。 王傳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05 我和我的17歲寫真 東森創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12 上癮 柴機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29 長在麵包樹上的女人影像書 鑫海影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36 拐拐不拐彎: 記錄那些曾經的小旅行 許萌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21 我要讓你愛上我 寫真書 東森新聞雲(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4345 天皇的御廚 杉森久英作;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43 一把青: 創作劇本 藝碩文創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水靈文創



9789869316750 戀愛沙塵暴 溫郁芳, 張可欣故事原創; DiFer小說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767 POPULADY THAI HOT泰熱寫真 Populady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637 掛畫學問大 杰.沙克(Jay Sacher), 蘇珊娜.拉格(Susanne LaGasa)作; 吳郁芸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596 我思,故我笑 包洛斯(John Allen Paulos)著; 古秀鈴, 蔡偉鼎, 蔡政宏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701 歷史未遠: 世紀人物評點 林博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718 離經叛道的哲學大冒險 蓋瑞.海頓(Gary Hayden)著; 邱振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725 聖保羅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732 黑暗時代群像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鄧伯宸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0932 實用日華辭典 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106 實用日華辭典 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1380 二十四孝 范雅芬編著; 高章欽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403 成語故事 唐雅燕編著; 汪家齡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885 Smart Baby認知啟蒙有聲書 胡琇雅, 楊若梅編著; 李涵硯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1939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修訂大字版)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60版 精裝 1

9789864291946 教育實務法規 陳樹村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953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昆蟲世界篇 洪邦程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五觀藝術



9789864291960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人體奧秘篇 朱家興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977 探索地球奧秘 詹琇玲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1984 解開恐龍之謎 陳秀玟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004 七大祕密(全彩注音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011 魔女與羅蘋(全彩注音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028 科學天才愛因斯坦(全彩注音版) 王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035 大發明家愛迪生(全彩注音版) 王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059 易學易背國中小英語1000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226 練習寫好字: 五言絕句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233 練習寫好字: 七言絕句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240 一分鐘按出自癒力 明章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257 新常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九版 精裝 1

9789864292332 練習寫好字: 佳句選. I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349 練習寫好字: 成語選. I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43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藝術品典藏部分(圓滿)杜昭賢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7249 始末: 太極門法稅冤錯假案 黃晴白, 譚民淵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7256 明白: 蒙冤二十年 人權奮鬥史 譚民淵, 丁萍帆, 黃晴白合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37263 真相: 太極門冤稅紀實 黃晴白, 丁萍帆合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加力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1585 簡盦集漢簡千字文 陳建貢編撰 平裝 2

9789869376105 簡盦集漢簡宋詞 陳建貢編撰 平裝 2

9789869376112 簡盦集漢簡唐詩 陳建貢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324 蝌蚪的諾言 珍妮.威利斯文; 湯尼.羅斯圖;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331 一個家族.三個時代: 吳拜和他的子女們 吳宏仁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348 藍色小鹿的祕密 愛德華.范登文德爾文; 馬蒂亞斯.德列歐圖;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379 臺灣健檢書 張國城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0347 雙星 LienQ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361 雙星 LienQ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354 雙星 LienQ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10514 錦衣衛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521 錦衣衛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545 紳士的僕人 脂肪顆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552 紳士的僕人 脂肪顆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576 契子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583 契子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590 契子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613 鬼服兵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平心工作室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玉山社



9789865710620 鬼服兵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637 鬼服兵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644 鬼服兵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10651 鬼服兵團 顏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10668 小羚羊與夜太狼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682 小羚羊與夜太狼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675 小羚羊與夜太狼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113 流:流動的生命力,浪潮中臺灣: 第一二屆移民工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東南亞移民工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238120 航:破浪而來,逆風中的自由: 第三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東南亞移民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719 我思我寫 瞿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508 精靈火柴人: ...的藝術 楊振寰(Francis T. S. Yu); 許根玉等編譯 平裝 1

9789869348515 抽屜: 小說中的大高雄印象 魯子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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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皮與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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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8

四方文創



9789868973831 我是寶寶541: 蛋捲短篇童話集. 三 留鈺盈等作; 王家盈等繪 精裝 1

9789868973848 蛋捲童樂會 104學年度淡江大學兒童文學課程共同創作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098 煙霧迷漫你的眼 凱特琳.道堤(Caitlin Doughty)作;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098 煙霧迷漫你的眼 凱特琳.道堤(Caitlin Doughty)作;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04 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 葛斯.卡拉漢(Garth Callagha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04 每一天,都是愛的練習 葛斯.卡拉漢(Garth Callagha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11 拍一拍,就能瘦: 50萬人見證神奇EFT拍打術,2個月激瘦7公斤,找回美麗自信!潔西卡.歐爾納(Jessica Ortner)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11 拍一拍,就能瘦: 50萬人見證神奇EFT拍打術,2個月激瘦7公斤,找回美麗自信!潔西卡.歐爾納(Jessica Ortner)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1114 女性抄 池田大作作;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891367 學習勝利的經典: <>. 5, 如說修行抄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404 未來對話 池田大作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411 學習勝利的經典: <>. 7, 覆千日女居士書等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1428 探求生命的世紀: 談科學、和平與健康 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 池田大作作; 劉焜輝譯一版 精裝 1

9789578862197 法華經入門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8862272 認識真實佛法. 對話篇 聖教新聞社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78319 簡易教學: 給新朋友 聖教新聞社教學解說部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278494 御書的世界: 論人本主義的宗教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683046 一生成佛抄講義 池田大作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6683237 青春日記: 為世界和平奮鬥的歷程. 1949-1955 池田大作原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繹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83725 喜馬拉雅山光之國 池田大作著; 正因文化編輯部編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329 COMSOL Multiphysics微機電與微流體有限元素分析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329 COMSOL Multiphysics微機電與微流體有限元素分析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8793 成交的技術: 向銷售之神喬.吉拉德學習創造不敗金氏紀錄的30個銷售術林有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61 萌學園: 尋找磐古全攻略寫真書 巨宸製作作 平裝 1

9789865728885 美麗傳奇 許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22 小女兒: 小梨與凱莉哥的瘋言瘋語全圖文創作書凱莉哥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39 大器: 20個職涯人的生涯發展教戰守則 張心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46 繁星巨浪: 從卡拉瓦喬到畢卡索,大藝術家的作品和他們的故事張志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8953 從0開始賺1億. 2: 是真的!房產天王呂原富教你零元購屋呂原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60 因為愛,而料理: 上田太太便當的甜蜜 上田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77 志業: 從心出發,享受4A人生 徐國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84 聽不見的力量 陳昆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9022 白沙屯媽祖進香之穿越時空 駱調彬總編 精裝 1

9789572959022 白沙屯媽祖進香之穿越時空 駱調彬總編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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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白沙屯拱天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皮托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239 漫畫貫通世界史 金相勳原著; 尹相奭文.圖; 巨河文化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42246 漫畫貫通世界史 金相勳原著; 尹相奭文.圖; 巨河文化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413 支離破碎的團結: 臺灣國營事業的勞工階級形構. 1945-2012何明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20 完美的一英里: 三名跑者,一個目標,挑戰百年未破的四分鐘障礙尼爾.白士康(Neal Bascomb)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37 第四次國家革命: 重新打造利維坦的全球競賽 約翰.米克斯威特(John Micklethwaite), 亞德里安.伍爾得禮奇(Adrian Wooldridge)作; 區立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44 責任與判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作; 蔡佩君譯; 蔡英文導讀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8999 單車生活救經濟: 北歐可以,為什麼我們不行?! 艾莉.布魯(Elly Blue)著; 許芳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1555 他這樣到底有多變態? : 不可思議的變態心理學 隋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12 美國海豹特種部隊教你反恐逃生密技100招: 如何在危難時刻順利逃脫、安全藏匿、險中求生克林.愛默森(Clint Emerson)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12 美國海豹特種部隊教你反恐逃生密技100招: 如何在危難時刻順利逃脫、安全藏匿、險中求生克林.愛默森(Clint Emerson)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36 好痛!: 說不出口水寫不出來只好畫給你看的22個揪心體驗御茶漬海苔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36 好痛!: 說不出口水寫不出來只好畫給你看的22個揪心體驗御茶漬海苔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43 圖解人類圖: 認識70張圖,看懂你的人生使用說明書喬宜思(Joyce Huang), 林毓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43 圖解人類圖: 認識70張圖,看懂你的人生使用說明書喬宜思(Joyce Huang), 林毓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50 愛的祕密: 每一天,練習縫合你的心 喬宜思(Joyce Hu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50 愛的祕密: 每一天,練習縫合你的心 喬宜思(Joyce Hu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67 英文單字救救我: 人人都會掉進的單字陷阱,這本讓你大笑解套!史考特.科斯博(Scott Cuthbert)著; 蔡詩偉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374 跟著玄奘行西域: 不安的絲路,原來的絲路 陳政如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本事

巨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左岸文化



9789869314381 說故事: 會說故事之前先說好自己的故事 麥成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319 遇見卡耐基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26 厚黑學新觀點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33 李嘉誠成功密碼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40 李嘉誠做人密碼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57 厚黑學新感悟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102 仙岩書藝: 世新六十.藝術饗宴 黃勻祺文字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440 保證美味的基本家常菜&常備菜135道教科書 大庭英子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457 東京製菓學校精選基礎甜點: 一流甜點師必學的技巧與訣竅益田一亞輝, 鈴木兼介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464 Coffee hunting note 100尋啡獵癮手札 川島良彰作; 許孟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471 奶油/液體油製作的司康和比司吉 若山曜子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488 奶油/液體油製作的馬芬和杯子蛋糕 若山曜子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立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仙岩書藝展籌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3

布拉格文創



9789869249959 壞壞愛 BO2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9959 壞壞愛 BO2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203 去,別說你不會 竺亞君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9591 大天使神諭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愉淑譯 4版 平裝 1

9789865739607 五次元的靈魂揚昇: 光與智慧的靈性指南 戴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提姆.威德(Tim Whild)作; 黃愛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614 天使數字書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愉淑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501 學校裡的煩惱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18 數算恩典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25 怎樣面對陌生人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32 錢該怎麼用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49 什麼都想要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56 賭你不敢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63 看太多電視啦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70 太多垃圾食物啦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587 亂糟糟的房間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594 在奶奶家的一星期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 曾蕙蘭翻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命樹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巨周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6505 丙級化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趙明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086529 丙級通信技術(電信線路)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炫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088967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089247 丙級會計事務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杜宜樺編著 八版 精裝 1

9789863089346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學術科通關寶典 文定宇, 黃崇陽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0654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奪照寶典含術科作答本 陳富民, 陳耀輝, 黃俊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0715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術科通關寶典附術科多媒體教學光碟TERA工作室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550883 丙級視聽電子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甘志強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0913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程正豪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0920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術科快攻秘笈 陳美燕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0968 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毛駿騰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1019 丙級視聽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甘志強, 有為工作室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1095 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先優工作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1101 丙級女子美髮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1118 丙級美容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何玉環, 向翊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125 丙級女子美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陳惠芳, 徐淑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1132 丙級美容學術科通關寶典 何玉環, 向翊欣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1187 保母人員學術科通關寶典 童年工作坊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1743 升科大四技數學B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張宗睿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2610 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Excel® 2013: 邁向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665 民宿從業人員認證(Essentials Level)通關寶典含應檢須知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733 汽車原理. 汽油噴射引擎篇含習作本 謝其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88776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 謝沄芸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0357 Arduino C語言程式設計: 使用mBot金屬積木機器人李春雄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台科大圖書



9789864550463 乙級化學學術科必勝秘笈 化學技能檢定編輯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0531 用主題範例玩mBot進階機器人(使用Scratch與mBlock)王麗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764 企業倫理: 邁向BE企業倫理認證 楊政學編著 初版 0 1

9789864552795 最新計算機概論: Office 2010含ICT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s Level陳恩航, 楊進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740 薏仁這樣吃,美白除溼、消脂瘦身、抗癌保健 吳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57 減法美肌: 月診萬人皮膚科醫師親身實踐,打破保養騙術菅原由香子著; '楊御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64 3小時讀通無機化學 齋藤勝裕作; 殷婕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71 歡迎光臨吃貨俱樂部 多賀正子, 枝元Nahomi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88 哈佛醫師的荷爾蒙抗老法則: 搞懂內分泌,掌握時間醫學!根來秀行作; 卡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0795 我最愛的媽媽,是我選擇了你 池川明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00 摺紙玩數學: 日本摺紙大師的幾何學教育 芳賀和夫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17 相信孩子的能力,從獨玩到自信成長 珍娜.蘭斯柏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24 二十四節氣養生美容書 王玫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31 核心腰力肌肉訓練: 脊椎外科醫師傳授不腰痛健康操白土修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48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數列廣場篇 結城浩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55 超譯鼠輩哲學 川边石材的佐藤公亮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62 腦神經外科醫師教你吃神奇大蒜油: 防暈眩、活化大腦、提升免疫力!篠浦伸禎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79 3小時讀通牛頓力學 小峯龍男作; 龔恬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86 阿德勒不生氣的教養法: 媽媽不抓狂,孩子好好教原田綾子作;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793 在北歐宅養小孩: 跟著荷蘭父母打造居家遊樂園Yuikiyomi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01 池川明微笑生產筆記 池川明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世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025 從六四到零八: 劉曉波文集. 第一卷 劉曉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032 統一就是奴役: 劉曉波文集. 第二卷 劉曉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049 幸福到老: 鹿溪的部落格感恩增訂版 鹿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198 地方文化產業研究 廖世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204 物質濫用社會工作實務手冊 蔡佩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211 高齡心理諮商實務 秦秀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228 非營利組織概論 林淑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325235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批判實在論取徑 Andrew Sayer作; 許甘霖, 萬毓澤, 楊友仁譯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7325242 跨界跨代的臺灣研究: 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潘美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259 社會企業的治理: 臺灣與香港的比較 官有垣, 陳錦棠, 王仕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273 性別.身體.文化: 凝視與召喚 國家發展研究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280 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 簡旭伸, 王振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2012 批判思考導論 艾列克.費雪(Alec Fisher)著; 林葦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330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規章彙編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538 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選修. 上冊 閻沁恆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史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巨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8506 創意跨領域整合與轉化教學: 藝術、美學、行銷、健康、情緒張武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264 法律特有種: 李永然律師不一樣的普法之路 李永然, 林蔓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288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295 房地合一課稅案例.快速圖解 黃振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301 遺贈稅.財產移轉圓滿計畫 黃振國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4854318 房地合一稅申報.節稅規劃一手掌握 黃振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332 政府採購法律應用篇 唐國盛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4854349 不動產登記: 一手教材 黃志偉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2809 五分鐘占卜通: 易經占卜終極奧義術 了然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25 鳴翼歌石: (被)精神病詩人黃弋石詩集 黃弋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349 靜靜 宋幸瑜作; 陳水晶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3462 六相圓. 二, 有字天書 王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530 CACTI監控實務應用 詹德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622 執法英文字彙手冊 柯慶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3646 劍膽柔情 古行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3677 西螺溪協奏曲 詹明儒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索谷天才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9789863583868 愛在摩氏7點8度 販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899 紫微斗數源論(紫微易數玅用) 方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05 全健康: 超完美靈心身合醫 呂應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36 物競天擇決定了你我的性別 胡海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50 正直路 自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81 我想大聲說愛你. 四, 勇氣 烏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998 一葉寧靜 黃賢正, 陳姵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4001 有戒有環 林建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18 過盡千帆 劉懿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32 國中數學講義. 第一冊 郭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49 丁子中文青的吟詠詩畫集 丁正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56 交換計畫 維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63 藍色車頭的發財車 陳秀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70 愛中風景 裔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94 生命的智慧 周飲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00 可愛的我. 2: 盲人星球 廖玉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087 馬偕在宜蘭: 日記、教會與現場 吳永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17 等待天明 周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24 Winny老鼠教你寫人生 Win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48 紫陽傳瑞詩詞散文集 紫陽傳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79 游向人生的方向 蔡祖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93 德松香雲 林松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16 荒煙 朱瑩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23 回眸 林美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30 奪命追緝令 林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47 諸羅文史圖誌 鄧豐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54 混血女巫 蜜蘭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61 飛魂繪夢 中島修一著; 盧隆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85 解讀優良設計: 未來特質&趨勢探索 謝佩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5907 明心與眼見佛性: 駁慧廣法師文中謬說 游正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21 達賴真面目: 玩盡天下女人 白志偉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45 中觀金鑑: 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下冊孫正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52 中觀金鑑: 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上冊孫正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69 中觀金鑑: 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中冊孫正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76 人間佛教: 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5983 法華經講義. 第九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983 法華經講義. 第九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983 法華經講義. 第九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5990 法華經講義.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503 霧峰無霧: 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510 法華經講義. 第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527 法華經講義. 第十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104 永不設限的人生: 電容大亨-吳德銓80憶往 吳德銓口述; 黃欣怡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3687 從民生主義看居住正義的實踐 黎淑慧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3

立隆電子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揚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正智



9789866073700 法律與政治論文集 黎淑慧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73717 工程力學. II, 搶分秘笈 孫德昌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731 建築工程實習. IV 劉志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73762 丙級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速成秘笈 林博文, 黃文秀, 彭傑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73779 工程力學搶分秘笈. I, 靜力學篇 翁在龍, 李銘哲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298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傳承與創新世新大學中文系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60304 廣播電視電影經典人物口述歷史. 2016 陳清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60311 世新大學創校六十年校慶特刊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校史組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328 我國現行公務人事制度之發軔: 徐有守教授文稿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師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578 塞尚 韓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585 臺灣山林野趣 劉伯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307 Sony Xperia XZ & Xperia X Compact終極の旗艦 黃姵綾, 劉家豪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史塔夫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世新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世新大學行管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1830 愛,相隨 宋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47 我和春天有約 宋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54 雅量 宋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78 咖啡機聖經3.0 崔範洙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85 搖滾吧!環遊世界 Hance, Meng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92 偶爾也需要強烈的孤獨: 其實,你可以這樣生活。金珽運著; 黃筱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08 一本書讀懂移動大數據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15 溫暖的手作布娃娃: 一針一線,交織出對孩子的愛姜秀貞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22 從歷史中擺脫「伊斯蘭=恐怖攻擊」的思維 徐廷珉著; 李修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46 預見起飛中的智能穿戴商業契機 陳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101 末等魂師. 2, 冒險就是去尋寶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01 末等魂師. 2, 冒險就是去尋寶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18 超肌英雄: HERO祖雄教你6分鐘鍛鍊核心肌群,養肌、脫脂一次達成!HERO祖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18 超肌英雄: HERO祖雄教你6分鐘鍛鍊核心肌群,養肌、脫脂一次達成!HERO祖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456 織物地圖. 2: 羊毛、紡線、古文明織出的祕魯纖維工藝康雅筑文字.攝影.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463 Mirage disused public property in taiwan Yao,Jui-Chung, Lost society document作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裝本



9789869229470 真切的建築: 毓繡美術館設計與施工全紀錄 立.建築工作所, 清水工坊合著; 陳辰后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487 那由他: 日日無限 Nayuta Group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494 海市蜃樓. V, 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姚瑞中, LSD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5007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生活知識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014 水滸傳 施耐庵原著;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021 西遊記 吳承恩原著;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038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昆蟲世界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045 妖怪手錶: 妖怪大圖鑑 妖怪朋友集合囉!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052 中國歷史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5069 動物奧祕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5076 兒童唐詩一本通 幼福編輯部編著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435083 探險小百科 蔡可楓,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090 格林童話 格林兄弟原著;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106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113 運動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120 妖怪手錶: 益智100問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137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民族人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144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地球天文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151 黏土小百科 林佳妮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168 一千零一夜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175 希臘童話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182 下水道探險記 徐姣作; 呂勇建, 張睿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199 每個人都會噗 徐姣作; 陳熙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05 最厲害的媽媽 徐姣作; 吳波, 謝晶繪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幼福文化



9789862435212 變大的艾爾 徐姣作; 張曉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29 月球上跳高 徐姣作; 馮威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36 誰吃了誰 徐姣作; 吳波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43 奇妙的身體 羅曦作; 王蕾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50 小水滴的祕密 羅曦作; 葉佳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67 移動的陸地 羅曦作; 祝婷婷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74 坐著飛機上學去 羅曦作; 謝晶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81 蔬菜園裡的小祕密 羅曦作; 馮威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298 誰跳得比袋鼠遠 羅曦作; 唐唯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304 妖怪手錶: 妖怪好朋友摺紙遊戲書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311 安徒生童話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328 世界服裝小百科 梅洛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335 世界建築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342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奇妙植物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359 老師沒說的為什麼?: 神奇科學 幼福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366 恐龍生存戰 鐵皮人美術編著; 張曉, 張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373 機器人嘉年華 鐵皮人美術編著; 陳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380 全方位功能車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397 美味大漢堡 鐵皮人美術編著; 楊帆, 牟妍妮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403 未來的世界 鐵皮人美術編著; 呂勇建, 羅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410 空中機械鳥 鐵皮人美術編著; 馮威, 謝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427 瓢蟲歷險記 鐵皮人美術編著; 吳波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533 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幼福編輯部編著;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540 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幼福編輯部編著; 彼岸童書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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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送存冊數共計：45

立髮



9789869301602 黑白片中要大笑: 鄭順聰詩集 鄭順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416 超譯韓非子: 幫你是為了黑你 永井義男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048 看電影學英語: 情境式學習全民英檢初級單字. 生活篇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055 看電影學英語: 情境式學習全民英檢初級單字. 吃喝玩樂篇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576 官人笑一個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332583 官人笑一個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336925 鳳凰無雙 寒烈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9336932 鳳凰無雙 寒烈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9336963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一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700 紀露霞的歌唱年代 紀露霞口述; 劉國煒整理撰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正聲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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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澎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9525 臺灣產金花蟲科圖誌. 3 余素芳等合著; 李奇峰, 曹美華, 鄭興宗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433 鴉片王國: 複製人歸來 南茜.法墨(Nancy Farmer)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81440 神祕畫家 間瀨直方作;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457 地震牛 山鷹作; 鄭潔文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464 鴉片王國: 複製人歸來 南茜.法墨(Nancy Farmer)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307 小傑可奇遇記 林欣緣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907 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家長手冊 陳錦宏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914 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家長手冊 王雅甄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805 臺皖科技論壇會議手冊及論文集. 第六屆 胡駿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兒青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科技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台灣金時

四獸山昆蟲相調查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108 健康12塊拼圖: 拼出健康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719 智慧雲端 創新臺灣 王可言, 余孝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046 台灣綠水畫會第二十六屆會員暨第九屆<>徵件展. 2016 平裝 1

9789868858046 台灣綠水畫會第二十六屆會員暨第九屆<>徵件展.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4608 綠適居. 1: 打造綠色、舒適、健康的好宅不是夢邱繼哲, 譚海韻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0139 岩色: 越南當代藝術 王怡靜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0146 韓訓成潑彩專輯 韓訓成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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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綠水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綠適居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菲斯特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雲端物聯網產業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804 日曜日式散步者: 風車詩社及其時代 陳允元, 黃亞歷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358811 赤道上的極地: 新加坡微民族誌 吳易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828 黑暗網路: 匿名地下社會的第一手臥底調查 傑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作; 廖亭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842 885公尺的巴黎: 這條街,邂逅最美麗的日常 伊蓮.秀黎諾(Elaine Sciolino)作;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125 與失智共舞: 照護失智症患者的漫漫長路 潘秀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206 老榕的話 馬哲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854 Waltz of the Spirits精靈之舞(葉垂青的光雕攝影集)葉垂青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543 ABC Dialogs Book 3A Blaine G Whiteley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下原根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好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出版社

行人文化實驗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334 太乙北極真經 至聖先天老祖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149341 太乙北極真經 至聖先天老祖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149358 太乙北極經髓人集 至聖先天老祖著 初版二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49365 太乙北極經髓人集 至聖先天老祖著 初版二刷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49372 太乙正經午集 至聖先天老祖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149389 日音太乙北極真經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49396 日譯太乙北極真經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60104 太乙道邃正經真華: 素璞敬題 至聖先天老祖著 出版二刷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0111 太乙道邃正經真華: 素璞敬題 至聖先天老祖著 出版二刷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313 在地人推薦!東京美味餐廳40選 樂吃購!日本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508 老天爺的十一堂課 黃晟翔, 吳凱晴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514 野果: 183種果實踏查,梭羅用最後十年光陰,獻給野果的小情歌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 石定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583 斜陽 太宰治著; 張嘉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334 從斷捨離出發,打造你的新家感!: 住宅改造從人的改造做起,斷捨離+簡單生活+通用綠住宅,免除再一次的惱人大翻修!林黛羚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天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吉日媒體集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9649 圖解制霸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彭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656 導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659663 領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659670 領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659687 導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659694 圖解制霸旅運經營學(含概要) 李承峻, 劉靜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700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717 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731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江承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755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702 佛畫.心經 玄奘, 林正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2719 完全圖解舌診看百病 羅大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26 世界妖怪大百科 學研教育出版作;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33 許睿光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7 許睿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40 江柏樂丁酉雞年開運招財農民曆. 2017 江柏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774 覺醒父母: 找回你和孩子的內在連結,成為孩子最佳的心靈成長夥伴喜法莉.薩貝瑞(Shefali Tsabary)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西北國際文化



9789869192781 與萬物一起禪修: 破除二元對立,讓慈悲真實生起舒亞.達斯喇嘛(Lama Surya Das)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13784 師父: 那些我在課堂外學會的本事 諾姆.布羅斯基(Norm Brodsky), 鮑.柏林罕(Bo Burlingham)著; 林茂昌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613791 正解!中國經濟數據: 破解官方統計,掌握大陸經濟真相馬修.克拉伯(Matthew Crabbe)著; 唐祖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698 什麼他消夜吃拉麵也不會胖?: 1500位營養師推薦,上班族最強的體態重置法道江美貴子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704 每天一頁,看圖鍛鍊好眼力: 90%的人實證有效的3分鐘眼球操日比野佐和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711 一圖一招,試無不利: 東大生解題致勝學習法 東大家庭教師之友會作;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28 艸氏無私製通五十音: 圖像覺醒之必背良藥 艸文子圖.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35 愛不釋手的動物毛線球: 日本手作大賞冠軍的絕妙創意Trikotri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42 單字密碼: 三段式解析過目不忘,快速提升英語力呂宗昕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556 未來藍圖: 1張圖、7個實踐,預約更美好的自己 神田昌典著; 何姵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6765 感恩那些,我一輩子都學不會的事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772 黃子容談前世今生. 11, 靈魂輪迴的課題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早安財經文化



9789866676789 念轉運就轉. 16, 為自己而活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796 與菩薩對話. 4, 觀自在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02 靜心十分鐘: 找回平靜的自己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19 念轉運就轉. 17, 覺察生命的修行力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034 彩雲間雕塑計畫. 2016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520 我是外星人 中川宏貴文; 秦好史郎圖; 葉依慈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210 找到真正的自己,就是自信!: 擁有自信的七個秘訣安妮.艾希頓(Annie Ashdown)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27 養腸先養腸內菌: 維生素B、脂肪酸、血清素都要靠腸內菌來製造,顧好腸內菌比吃綜合維他命更有用田中保郎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41 疫苗: 兩種恐懼的拔河 尤拉.畢斯(Eula Biss)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58 領導的本質 約翰.曼寧(John Manning)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65 大國的不安: 為什麼經濟互相依賴不會帶來和平?為什麼多極化的世界非常危險?詹姆斯.麥唐諾(James Macdonald)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54304 Drupa杜塞道夫印刷展: 數位列印全面翻轉印刷及加工軸線. 2016陳政雄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旭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715 Cecn'est pas Satoichi Ishiyama岩山里一 羅品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29 生死之間: 死後的世界 朵洛莉絲.侃南(Dolores Cannon)著; 張志華, 陳柏宇, 張嘉芸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612 Fancy farm 紀韋志, 翁阡培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541 Happy phonics(紫本)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58 Hop on junior let's learn(紫)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65 最好的地方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72 挑嘴國王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89 藍藍海垃圾爆炸記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596 多莉愛畫花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602 Happy castle: family trip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619 Happy castle: in the restaurant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626 Happy castle: the animal kingdom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汎奇創意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肉制作



9789865622633 Happy castle: the littl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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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1872 林中路當代藝術展 郭怡孜主編 精裝 1

9789869131889 線.場 秦一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948 全球餐飲空間設計趨勢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4204 梁文偉先生全集 梁文偉作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471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第二本稅務書: 從財富的Life Cycle談稅陳信賢, 楊華妃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5590 死亡之歌: 廖繼坤詩集 廖繼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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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侯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香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安卓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816 價值力: 成功企業的四大關鍵武器 胡恒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823 租房的五個小姐當我透明 于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5096 約翰福音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作; 黃從真, 趙士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326 財務報表分析 郭建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280 美國民間音樂與樂器 韓國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297 樂團教學 謝朝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303 張邦彥歌曲選集 張邦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310 樂易: 小提琴教程 張家禎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054327 樂易: 小提琴教程 張家禎編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6054334 鋼琴伴奏SO EASY 潘加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汎美國際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音樂譜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迦勒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312 愛,無所不在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作; 莎莎弗拉斯.德.布魯茵(Sassafras de Bruyn)繪; 呂奕欣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615 發現藝術之美: 江凌青作品集 江凌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305 Step to first step(student book) John Ross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385 盧雲的聖像畫祈禱手記 盧雲(Henri J.M. Nouwen)著; 盧玫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408 婚後前五年 羅依.派提特菲爾(Roy Petitfils)著; 黃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415 修會的三願與團體生活 張春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468422 說不出的嘆息 米契.郭安(Michel Quoist)著; 喻麗清, 逄塵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439 慧眼禪心 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著; 若水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5468446 天知道你火大了: 10個化怒氣為正面力量的祕訣普莉西拉.賀比森(Priscilla J. Herbison)著; 黃佳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453 意識省察: 改變一天的15分鐘祈禱 馬克.希柏道克斯(Mark E. Thibodeaux, S.J.)著; 張毅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460 耶穌會會祖: 依納爵這個人 多鐸(Jean-Claude Dhotel)著; 滌塵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5468477 天主教史. 卷三 穆啟蒙(Joseph Motte)著; 侯景文譯 六版 平裝 1

9789575468484 不再各說各話: 非暴力溝通打造雙贏職場 瑪莉.宮代(Marie R. Miyashiro)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507 足部反射區按摩法 馬沙弗雷(Hedi Masafret)著; 李百齡譯 十版 平裝 1

9789575468521 溫和的禁食: 聖賀德佳的身心靈平衡觀 史特利可施密斯(Hildegard Strickerschmidt)著; 王真心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格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凌青博士紀念館



9789575468545 聖神的吹拂: 祈禱與行動 瑪利尤震神父著; 逢塵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389 自己動手醃東西: 365天醃菜、釀酒、做蜜餞 蔡全成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396 可愛雜貨風手繪教學: 200個手繪圖範例+10款雜貨應用李湘恩著; 李靜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03 卡哇伊立體造型饅頭: 零模具、無添加、不塌陷 創意饅頭全攻略王美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10 歡迎加入,鋼筆俱樂部: 練字暖心小訣竅+挑筆買墨選紙的眉角鋼筆旅鼠本部連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27 樊氏硬筆瘦金體習字帖 樊修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34 暖心楷書習字帖 Pacino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41 飛逸行書習字帖 涂大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58 療癒隸書習字帖 鄭耀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65 馬卡龍名店LADUREE口碑推薦!老巴黎人才知道的200家品味之選: 像法國人一樣漫遊餐廳、精品店、藝廊、美術館、書店、跳蚤市集賽爾.吉列滋(Serge Gleizes)著; 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72 異國風麵食料理: 鹹派、披薩、餅、麵和點心 金一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89 超可愛不織布娃娃和配件: 原寸紙型輕鬆縫、簡單做雪莉.唐恩(Shelly Down)著; 徐曉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396 一天一則,日日向上肯定句: 精彩英法版700句 療癒人心悅讀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201 剛性泡沫 朱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18 防災救命: 地震、火災、颱風都不怕! 高士峯, 沈哲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25 地獄韓國 張夏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32 如何從習慣耍廢,到凡事事半功倍?: 15分鐘就脫魯的最強習慣術古川武士著; 林佩蓉,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32 如何從習慣耍廢,到凡事事半功倍?: 15分鐘就脫魯的最強習慣術古川武士著; 林佩蓉,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光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250 佛陀的覺悟與你的人生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300 國色天香: 沉香藝品圖鑑 鄧慧恩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2579 新竹食與藝之旅-2016 百大名店介紹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86 台中冰品大作戰 柯岱昀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92593 56公車遊臺中 大臺灣旅遊網新聞部等設計製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386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49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24 遇時不候 天真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鄉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國藥品雜誌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球沉香研究鑑定交流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820 新水彩視野.蓮花系列: 西雅圖展出. 1 李欽泓, 劉貞著 平裝 2

9789868661837 千年絕響: 心靈繪畫的空間魔術師 劉貞,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661844 藝術園丁的夢 劉貞, 李欽泓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4125 IWMST論文集. 201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781 最有梗的桂冠: 搞笑的諾貝爾獎 馬克.亞伯拉罕斯(Marc Abrahams)著; 林東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611 全國高中(職)體育規則習作範本 楊綺儷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79611 全國高中(職)體育規則習作範本 楊綺儷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6177 行政法之案例與理論 呂炳寬著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熊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考銓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393 心湖弦音 許天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09 我可以看懂整本維摩詰經 廖玉琬譯註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8416 修辦津要 崇德學院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8423 法會讓生命發亮(越文版) 吳進雄作; 張金花譯 平裝 1

9789865768430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六, 孟子. 卷一, 梁惠王篇 (明)鄧林作; 光慧文化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47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七, 孟子. 卷二, 公孫丑篇 (明)鄧林作; 光慧文化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54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八, 孟子. 卷三, 滕文公篇 (明)鄧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61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九, 孟子. 卷四, 離婁篇 (明)鄧林作; 慧文化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78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十, 孟子. 卷五, 萬章篇 (明)鄧林作; 光慧文化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85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十一, 孟子. 卷六, 告子篇 (明)鄧林作; 光慧文化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492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 十二, 孟子. 卷七, 盡心篇 (明)鄧林作; 光慧文化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08 從論語談孔門心傳講記 鄭清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707 珍藏老篩: 廖枝德 李朝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010 日本頂尖廣告公司「博報堂」顧問教你如何找到商品價值力!岡田庄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089 企劃力4.0: 「未來型菁英」的年代,企劃力是人人都該具備的基本力!金卷龍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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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旭營文化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西螺大橋藝術兵營



9789869269414 虛擬實境之實務與研究 王振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506 足跡: 王奕瑾.手札x寫真 王奕瑾撰文; 王毓雅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927 多變的季節與天氣 Alejandro Algarra作; Rocio Bonilla繪; 葉曉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934 動物的感官世界 Alejandro Algarra作; Rocio Bonilla繪; 葉曉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941 動物的奇妙衣裳 Alejandro Algarra作; Rocio Bonilla繪; 葉曉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958 動物住在哪兒? Alejandro Algarra作; Rocio Bonilla繪; 葉曉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116 心中自開來: 一花一世界 一掌一五臺 馬明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856 日本最創意!博報堂的新人培訓課 高橋宣行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870 超級好!用遊戲打倒生命裡的壞東西: 50萬人親身見證的心理奇蹟珍.麥高尼格(Jane McGonigal)著; 薛怡心, 陳繪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342870 超級好!用遊戲打倒生命裡的壞東西: 50萬人親身見證的心理奇蹟珍.麥高尼格(Jane McGonigal)著; 薛怡心, 陳繪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342887 公司的品格. 2, 從本地個案看懂臺灣公司治理,拆解上市櫃公司地雷李華麟, 孔繁華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有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羽翼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鵝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252 府城四大月老與月老信仰研究 陳益源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276 中外詞學碩博士論文索引(一九三五-二0一一) 王偉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400 武陵十友書畫社二0一六作品專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900 鏡觀海案: 張永隆二十年海岸攝影圖鑑 張隆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6917 透析視: 遊戲美術場景設計 劉茂勇, 王穎編著; 吳文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924 刺藝任行: 東方刺青藝術 杜穎, 劉珊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931 我的漫畫基本功很差-但有這本就一切搞定! C.C動漫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948 萌の絵本: 溫暖心靈的萌系繪畫 元氣森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4055 將門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044062 將門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044079 將門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044086 將門嬌 衛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更生文化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希代多媒體

送存冊數共計：6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文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231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三屆李命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998 Old school emptiness hermeneutics,criticism & tradi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sunyataShi Huife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967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星雲大師口述; 妙廣法師等記錄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3875 智鼠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3882 富牛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574573899 威虎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3905 駿馬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25 喜羊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32 靈猴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49 鳴雞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574574056 忠狗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63 圓豬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70 巧兔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87 祥龍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574094 吉蛇說 佛光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財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1546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大方便佛報恩經 六度集經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01553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太子慕魄經外十五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01560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菩薩本行經外十二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501577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本生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501584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本生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501591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修行本起經外五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4505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普曜經 方廣大莊嚴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4512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佛說十二遊經外二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4529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佛本行集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924536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佛本行集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924543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佛說興起行經外五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4550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祇域因緣經外二十一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4567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摩達國王經外十一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24574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出曜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8924581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出曜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924598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法句譬喻經外七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4708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賢愚因緣經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4715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大莊嚴論經外六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4722 佛光大藏經. 本緣藏: 總索引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330 六十甲子籤詩解暨六十四卦卦解 何俊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何老師易經陽宅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1139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 106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146 高普行政法概要. 106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1337 監獄行刑法綜覽 何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1344 犯罪學綜覽 何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1382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1696 高分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劉秀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1702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 高才訣學 高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1801 成本與管理會計(高普考) 蕭靖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721863 高普抽樣方法. 106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068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羅正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2105 各國人事制度 白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181 審計學 金永勝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2198 公共政策 程明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2242 政治學申論題庫20組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259 不動產估價(概要): 混合題庫(不動產估價師專用)蕭華強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2273 拆解式政治學 韋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2297 財政學命題焦點完全測驗題庫 林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2303 賞味.作文 金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327 不動產估價(概要): 混合題庫 蕭華強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2358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2365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警察特考用) 林清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2372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焦點攻略完全命題. 106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389 警察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焦點命題完全攻略. 106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419 細說公務員法 郭如意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433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440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考用)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4722457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警察特考)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495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2501 民法(概要)題庫3Point 顏台大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518 教育概要 李謙, 彭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525 電路學解.讀 陳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549 監獄學綜覽 何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570 行政法總論(含概要) 程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2594 課程與教學 陳沁, 黃天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600 導遊.領隊實務. (一)常識篇(二)法規篇 呂行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62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劉秀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2631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648 鐵路法(大意) 劉奇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2655 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2662 行政法概要 林清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722679 審計學題庫 金永勝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2686 細說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2693 英文秒速解題 顏弘, 顏國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709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精編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22716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723 民事訴訟法(司法特考) 林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730 教育心理測驗 高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722747 文化人類學 黃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761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司法特考專用) 林清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2778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歷屆申論題庫 喬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785 公民秒速解題 林茵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2792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808 成管會歷屆混合式焦點題庫Q&A(高普考) 蕭靖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2822 行政學葵花寶典 程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2839 土地登記(概要): 高普專用 薛文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846 土地登記(概要): 地政士專用 薛文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853 行政學經典深論: 寫作要領、標竿學習與題庫彙編宋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2860 教育甄選5000題庫 歐文編著 十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22884 民刑法總則主題式申論題庫Q&A 陳曄, 周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2891 政治學考點混合題庫解析 郭雋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72291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2921 架構式稅務法規&測驗題庫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2976 行政學百分百(命題焦點暨題庫解析) 十一版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990 教育行政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096 捷運法規及常識 林敏玄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800 屋頂上的貓 羅傑.穆德(Roger Mader)文.圖; 吳敏蘭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519 三元玄空.派多門多各自說 邱馨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7519 三元玄空.派多門多各自說 邱馨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7526 玄空薪傳. 4, 青囊辨正解秘 李宗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7526 玄空薪傳. 4, 青囊辨正解秘 李宗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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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辰昕

送存種數共計：65

送存冊數共計：65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林



9789868457263 未分蜜糖(黑糖)研究文集 張忠正著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949 七菩提分禪修法要: 三十七道品等覺智菩提分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7956 八聖道禪修法要: 三十七道品八正道菩提分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643 包包流浪記 火星爺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4643 包包流浪記 火星爺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028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5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035 新知研討會肉土雞營養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5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042 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管理研討會. 105年度 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059 新知研討會水禽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5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4771 打造懸掛式小花園: 花草植物吊缽繩結設計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795 咬一口幸福好味: 手作爽口迷人の無麩質甜點50+上原まり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801 英國巴哈醫生的38種花精療癒: 聆聽內心的原聲,啟動與生俱來的情緒智慧琳.麥蘊妮(Lynn Macwhinnie)著; 蔣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利奇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四聖諦講堂



9789865724818 接受.喜歡.我是100分的不完美個體 山崎房一文; 坂崎千春圖; 張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825 東京自由が丘Mont St Clairの甜點典藏食譜 辻口博啟作; 周欣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4832 世界鋼筆圖鑑: 品鑑45間鋼筆廠牌x人氣筆款x極致工藝.巡禮書寫世代の經典風華<>編輯部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856 黑板手繪字&輕塗鴉 チョークボーイ著;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863 木工職人刨修技法: 打造超人氣木作必備參考書DIY MAGAZINE「DOPA!」編集部, 太巻隆信, 杉田豊久著; 王海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9972 服務奉獻促和平Hizmet運動之貢獻 林長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39972 服務奉獻促和平Hizmet運動之貢獻 林長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981 關公忠義精神的新解析與實踐 陳昺菎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9998 夜丁格 蔡友友著 平裝 1

9789869383905 龍湖紀念集 潘成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884 屬靈情感 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作; 彭彥華, 楊基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84 屬靈情感 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作; 彭彥華, 楊基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891 屬靈的撫育: 姐妹的門訓指引 蘇珊.杭特(Susan Hunt)作; 趙彩容, 李士虹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希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370 老年社會學 葉至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7387 歷史與摩登: 文化研究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韓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5306 華人世界之未來趨勢 歐崇敬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0691 閱讀向陽 黎活仁, 白靈, 楊宗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69 春天人質 劉曉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876 雙聲?雙身: 當代電影中的分裂主體研究 黃資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44 向相視一一告別 林烱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798 看不見的世界教會我的事: 聽見守護靈的聲音,讓奇蹟每天都發生!K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568 回憶父親的一百種表情 日青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15575 Letter Q LAM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115582 禱告解密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作; 趙剛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秀威資訊科技



9789861372266 如果我們一起做總統: 關於未來,讓你一無所懼的七堂課蔡社長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73 被討厭的勇氣. 二部曲完結篇: 人生幸福的行動指南岸見一郎, 古賀史健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5734 「氫」鬆擁有健康(韓文版) 太田史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55741 膳食纖維的威力(中韓對照) 翁玉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52 石之道臺北 王國憲等[作]; 陳慧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1555 神的旨意與海洋. I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1562 農耕大事吃小事 彭博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453 後中西醫英文核心字彙 馬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460 解決問題的英語力 陳超明, 蕭婉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477 聽讀 完勝多益字彙 李正凡作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貝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言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沐康健康管理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454 新一代服務人才 平裝 1

9789865911454 新一代服務人才 平裝 1

9789865911461 生死與文學 平裝 1

9789865911461 生死與文學 平裝 1

9789865911492 食品與健康概論 陸開泰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5168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審計學中英對照本 金永勝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6015182 成本與管理會計(會計師) 蕭靖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6015212 審計學讀本 金永勝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6015229 高等會計學 蕭靖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6015236 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焦點題庫Q&A(會計師)蕭靖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706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王汎森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1316 第一次自助遊京都超簡單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2

9789863491323 搭地鐵玩巴黎 廖苑伶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1323 搭地鐵玩巴黎 廖苑伶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汪達數位

育達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9789863491347 跳上巴士,京都最對味的玩法 黃詩茹企劃.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1347 跳上巴士,京都最對味的玩法 黃詩茹企劃.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1354 搭地鐵玩上海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1354 搭地鐵玩上海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91378 紐約玩全指南 柯宇倩, 陳潤芝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1378 紐約玩全指南 柯宇倩, 陳潤芝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91385 北海道玩全指南 吳秀雲文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409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Gerry du Plessls[編]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78416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Gerry du Plessls[編]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907 God Bless China. 1 李志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914 真實禮物 李志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921 真實禮物 李志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938 詩篇119篇 李志超作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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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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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慧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沂慶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何嘉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504 Baker salon Cheng Ti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721 手作餡料 顏金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783 女中醫寫給女人的保健書 莊雅惠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5949 難以置信的實用職場英文 薛詠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956 我的專屬德語家教課: 初級 黃靖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963 我的第一本投資心理學 廖日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970 想要和你用英文聊聊天 陳子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987 新日檢文法有祕密: 全方位N1文型+全真模擬試題曾元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600 用心智圖法,翻轉親子教育: 給孩子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林宏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803 熾火無寂: 楊國賓柴燒陶作集. 2016 楊國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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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韵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我識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松嶾山房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9789869422307 夢與追尋之旅組曲 冉天豪編曲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22314 二首西拉雅族原住民合唱曲 萬益嘉詞曲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506 蝶戀花‧蝶心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513 四季寶島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520 中秋‧蛋黃酥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537 高燒不退的咖啡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544 貓的戀情‧密碼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551 生活禪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404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帶你挖掘「厚數據」、以人類學之眼洞悉人性,引領社會創新!宋世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411 消失的動物: 追尋多多鳥、猛獁象、袋狼的足跡,漫遊滅絕動物的紙上博物館艾蓮娜.哈傑克(Hélène Rajcak), 達米安.拉韋爾杜恩(Damien Laverdunt)著; 劉學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9428 想像的動物: 跟著獨角獸、獅鷲、麒麟、魔羯魚,走進傳說動物的紙上博覽會艾蓮娜.哈傑克(Hélène Rajcak), 達米安.拉韋爾杜恩(Damien Laverdunt)著; 李華陽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435 消失與想像的動物 全彩視覺百科套書 艾蓮娜.哈傑克(Hélène Rajcak), 達米安.拉韋爾杜恩(Damien Laverdunt)著; 劉學, 李華陽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299442 手作步道: 築徑人帶你走向百年古道、原民獵徑、郊山綠道,體驗人與自然的雙向療癒徐銘謙, 周聖心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459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 亞歷山大.馮.洪堡德用旅行與科學丈量世界,重新定義自然安德列雅.沃爾芙(Andrea Wulf)著; 陳義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009 臺灣移轉訂價案例之實務研討 王言, 柯俊禎, 金鐵英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和一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3968 邂逗大宇宙中的蝴蝶: 易神鴨浪跡記憶 晶格大海的奇遇記黃胤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288 世界編年史 Peter Chrisp, Joe Fullman, Susan Kennedy撰稿; 張毅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439 泮山書會楹聯書藝特展專集 徐文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258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八課版). VI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931333 金融實務 金桐林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931340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編著 修訂十版 平裝 1

9789571931357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六課版). I杜蒂柔等編著; 曾麗玲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1244 進步無用論 夏承國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杯子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泮山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山科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3082 違逆常規的反叛者. 1, 王者的紋章 尾地雫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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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3105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3112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5, 不要笑,聽我說話啦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129 要聽爸爸的話! 松智洋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63136 第8號學生食堂少女. 2, 東京款待生存競爭 石原宙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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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563167 六花的勇者 山形石雄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3174 天啟的異世界轉生譚 ウスバー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3181 神聖編年史 御子神零作; Hwriter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198 奇幻☆怪盜? 松智洋作; 許國煌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204 海市蜃樓之館: 直至原典的故事 縹けいか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211 神兵編年史. 2, 王子與獅子王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228 就算明天見不到今天的你 彌生志郎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235 魔女狩獵的謝幕歡呼: 超歷史性殺人事件 紙城境介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242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63259 少年給魔師與戀愛少女 御子神零作; Nanase Tsai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266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紅楓召喚者 八奈川景晶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273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3280 迷宮都市的古董商店 大場鳩太郎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297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3303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6, 邁向微不足道的榮光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310 九爺別這樣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3419 九爺別這樣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3327 九爺別這樣 九鷺非香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9789863563334 FANG OF UNDERDOG. 2, 鴉之喙 朝浦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341 因為被捲入賭命遊戲,所以順勢把討厭的人殺了 中田かな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358 英雄失格. 1, 所以說,我要滅了世界 更伊俊介作; 卒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365 理想的小白臉生活 渡辺恒彥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3372 異世界超能魔術師 內田健作; 林珉萱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3389 碧藍幻想 はせがわみやび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396 歡迎來到最終迷宮 周防ツカサ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402 翡翠女王 香餌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3426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3433 公主的獻祭. 2, 實現我的願望吧 十文字青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440 甘城輝煌樂園救世主: 紅楓召喚者 八奈川景晶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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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563464 鬼靈精行商人緹特可 井上樹作; 李佳洲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471 歡迎光臨外星人村: 四之村農業高中偵探社在此!松屋大好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488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3495 爺還沒死呢 會者定離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3501 翡翠女王 香餌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3518 世界上排名第2有趣的輕小說 石原宙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525 到您登場囉!輝夜大人 逢空萬太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532 奇幻☆怪盜? 松智洋作; 許國煌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3549 神兵編年史. 3, 皇國的志士們 丈月城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556 華氏9999 朝倉勳作;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563 爺還沒死呢 會者定離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3570 聖劍士VS黑心企業: 輕小說作家將解救社畜精靈!弘前龍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587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63600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7, 彼方的彩虹 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617 抽下去吧!課金女武神希爾德小姐 日の原裕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624 相愛相殺 會者定離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3648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3655 就算是中二病也沒關係嘛! 翡翠ヒスイ作; 蒙布朗力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3714 林之助教授行誼雋語錄: 臺灣膠彩畫之父 吾師百歲華誕紀念趙宗冠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957 國際藏學史導論: 兼論藏臺文化交流以及全球藏學動態安樂業作 平裝 1

9789869173964 通向蒼穹之巔: 翻越喜馬拉雅 袁紅冰著 平裝 1

9789869173971 轉基因魔咒下的世界 袁紅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109 凱爾特神話事典 池上正太著; 王書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83192 血歌終部曲: 火焰女王 安東尼.雷恩(Anthony Rya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6958 流浪者系列. 3: 冒險者 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著; 伊凡尤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65 超能冒險. 5, 時空裂縫 彼得.勒朗吉斯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972 蟲林鎮. 2: 守護者 大衛.鮑爾達奇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6989 蟲林鎮. 2: 守護者 大衛.鮑爾達奇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6996 蜚滋與弄臣. 1, 弄臣刺客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50402 蜚滋與弄臣. 1, 弄臣刺客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50419 審判者傳奇. 3, 禍星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426 混血之裔. 2, 熾愛 妮琦.凱利(Nikki Kelly)著;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5

林之助膠彩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9789869350440 樂瘋桌遊!趣味無極限、經典暢銷必玩30款奇幻桌遊冒險!桌遊愛樂事編輯部, 賴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457 懸案密碼. 6, 血色獻祭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Jussi Adler-Olsen)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500 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學系105級純美組日七技畢業作品專刊. 第一屆李宜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8357 「2015文化創意產業與前瞻設計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許立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8098 心地法門(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8104 淨土法門(簡體字版) 釋如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47987 臺灣客語的語言變體: 四海與小稱 賴文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166 我最想要的記憶魔法書 多明尼克.歐布萊恩(Dominic OBrien)作; 馮亞彬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所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王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



9789869092173 嬰幼兒睡眠寶典!寶寶睡好,媽媽好睡 馬克.魏斯布魯斯(Marc Weissbluth)著; 陳姵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2180 超圖解寶寶使用說明書: 小兒科醫師教會你的育兒指南(0-1歲)路易斯.博傑尼(Louis Borgenicht), 喬.博傑尼(Joe Borgenicht)著; 陳姵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23150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323167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377436 槍X幸運草 山口ミコ卜原作; D.P作畫;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4288 女神的天秤 栄羽弥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7531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89634 死刑執行者 幸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9665 RACK 第13科的殘酷器械 荊木吠人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2854 神明滿街跑 染屋カイコ作; 吳建樟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4568 溺愛幸運草 月島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081 臉紅心跳都是因為你 紺野理沙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481 修羅的禮服 寄田美幸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2462 Half & Half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6873 穴殺人 裸村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422 七龍珠彩色漫畫. 人造人.賽魯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484 七龍珠彩色漫畫. 魔人普烏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6705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827283 假裝女友 林美香瀬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9621 靈魂奪還者 藤沢亨原作; 秋重学作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9744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0470 戀愛邱比特: 燒野原塵 長谷川智広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548 綠色噬界 大沢祐輔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627 火之丸相撲 川田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立



9789864313020 心裡念著的人 みささき楓李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313570 妖怪少女MONSTER GIRL 船津一輝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570 妖怪少女MONSTER GIRL 船津一輝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860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李彥樺譯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314409 開心女子宿舍的小不點 氏家卜全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423 賠命金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737 終極感應 たかしげ宙, DOUBLE-S作;江荷偲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314942 鄰座同學是怪咖 森繁拓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5284 BIRDMEN鳥男 田辺伊衛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6229 Complex Age二次元情節 佐久間結衣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304 霧雨飄零之森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6939 現視研: 二代目之九 木尾士目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317585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Shin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7806 執事M 佐倉牡丹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851 深.都市傳說 亞月亮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998 透明少年.城 金城宗幸原作; 芥瀨良せら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384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384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445 神明一籮筐 殿ヶ谷美由記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490 成行的天狗道 弍篠重太郎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612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318803 Are you Alice?: 你是愛麗絲? 二宮愛原作; 片桐いくみ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318834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319718 大江戶妖怪瓦版 香月日輪原作; 高橋愛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855 純情小夫妻 加賀美文緒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0067 可以不可以? 石田拓実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227 黑月之眠咒 蒔々作; 程新穎譯 平裝 1

9789864620234 Snowilybell絲諾貝兒 蒔々作; 程馨頤譯 平裝 1



9789864620265 全國高校!吉祥物社 米田家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620388 筑紫日常 上田唯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395 筑紫日常 上田唯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548 都會失樂園 五十嵐正邦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0555 愛妹關係 堂本裕貴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562 愛妹關係 堂本裕貴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579 戀愛狗狗日記 師走ゆき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033 大師: 普林尼 ャマザキマリ(山崎万里)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057 青之母 茂木清香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132 魔法精鍊: 魔法之劍與雛菊亭的愛露卡 鈴木イゾ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200 獻給失眠國王的夜語 八島時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621309 闇黑雙子 うぐいす祥子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4621316 in THE ROOM空間遊戲 安田剛助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864621323 今天開始扮爸爸 白梅ナズナ作; asad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378 煉獄之業 廣瀨俊原作; 春場ねぎ漫畫;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439 木匠屋之戀 餡蜜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460 青春戀人嘉年華 馬瀬梓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4621491 網球忍者 加藤ミチ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590 不好意思,我們明天要結婚 宮園和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1620 美麗的眾人與不美的東雲同學 厘のミキ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2160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22221 盾之勇者成名錄 藍屋球作; アネユユサギ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2283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3334 新.世界樹的迷宮: 千年王國的少女 アトラス原作; 木村明広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389 櫻桃教師: 佐倉直生 立花和三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488 他現在正在戀愛。 福島春佳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623570 白銀妃 睦月のぞみ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594 冥宮破壞者 納都花丸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623617 這裡是邊境的巨彈學園 大井昌和原作; 卷作畫;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730 三神老師的戀愛法門 相川裕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785 姊姊比一比 東雲太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462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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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冊 1

9789864623945 修羅之門第貳門 川原正敏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24065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4133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24232 壞孩子 藤井亞矢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4263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454 未來鑽石 歡迎光臨漫畫學校 緒方丁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799 魔物鍵定士 巴比羅 西義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812 惡夢Funk 竹村洋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843 魔物學園!: 愈挫愈勇的狼少女 春原Robinson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867 不死少年 夏川遊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874 不死少年 夏川遊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304 封劍靈域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434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7080 女王陛下的繪師 私屋カヲル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110 可愛的男孩 斎藤けん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158 偷偷跟妳說 雪菜希奈子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627714 夏天來了,要接吻嗎? 平真ミツナ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628117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猴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8124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8476 劍光妃 野口小百合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520 銃夢火星戰記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551 藤原伯爵受難記 青辺マヒ卜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643 老虎布偶大暴走 くろまめ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628650 西山同學一直都在 U-temo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473 桌球少年★★★ 佐久間力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497 天才泳將 井龍一原作; 保志廉二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541 早安,睡美人 森野萌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572 不協調的他和她 真名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629671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29770 腐男子的漫畫之路 夢唄よつば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893 有點不可思議的空中旅行 三月なでレこ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629961 眼淚不足以喚回愛 川嶋すず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629985 滲透的藍 児島かつら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0219 尋找屍體 ウエルザード原作; 村瀬克俊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295 星上同學有點怪 アサダニシキASADA NIKKI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387 足球騎士. 外傳 伊賀大晃原作; 月山可也慢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516 穴之貉 天野洋一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76 獸人飼主與寵物女子高生 野千ツヅ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90 小森五重奏! 杉井光原作; Tiv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86187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商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卜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74226 戀愛就是偶爾來一份鯖魚定食 大島かもあ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3243991 佛師的佛心: 鎌倉半身佛師錄 鎌谷悠希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29473 軟爛男賴上可憐的我 かむ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70482 雖然湯河原同學在大山田男子高中認真思考了受歡迎的方法內乃秋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5674 私人空間的遊戲 霧壬裕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3487586 愛你,可惜來不及 冬乃郁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3650614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9785 雛子的筆記 三月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868 Spirit circle: 魂環 水上悟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981 玩偶殺人遊戲 蔵人幸明,丿村優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315 產科醫生鴻烏 鈴ノ木ユウ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803 K-Lost Small World 壁井有可子(GoRA)原作; 大喜多夜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742 愛上編輯長的理由 千葉リョウ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1759 想要咬住你 常倉三矢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1773 拜託別欺負人啦! 明日汰りつ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1797 床伴以上、戀人未滿 暁あま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1841 粗點心戰爭 琴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1872 高島孝一郎的理想戀人 栖山卜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1971 比呼吸心跳更重要 志々藤から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2022 DRAGON BALL 590 QUIZ BOOK七龍珠590解謎大全鳥山明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702084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2237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張家銘譯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702411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2534 亞人醬有話要說 ペ卜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626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732 親愛的眼鏡男 力キ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2879 La Vie en Doll人偶人生 井上淳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947 愛闖禍的快樂魔女 流圭原作; ほた。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272 軍師姬 吉野貝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425 少年女僕 乙橘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3883 IMITA-TION戀人替代品 島あさひ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3944 墜入情網的花 ARUKU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704118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4484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4798 椿町的寂寞星球 山森三香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866 百足 フクイタク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989 黑街外傳 コ一スケ原作; 鴨修平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153 星期六的茱麗葉 立野真琴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5276 驅魔少年 星野桂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705306 魔法甜點師小咲!! 古味直志原作;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5313 烏龍派出所 秋本治作; 陳雪美譯 平裝 第199冊 1

9789864705375 麻辣教師GTO失樂園 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5573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705641 烙印勇士 三浦健太郎作; 磊正傑譯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705863 出包王女DARKNESS 出包Queens總選舉 長谷見沙貴原作; 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5894 水手服王牌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075 猛男社工來我家 アサウラ作; 黃筱涵譯 平裝 1

9789864706112 七龍珠 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136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西尾維新原作; 浅見よう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372 原來我已經是貴腐人了 鶴ゆみか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709 JOJO的奇妙冒險PART8JOJO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06716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06747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706761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06846 龍狼傳. 中原繚亂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0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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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706860 UQ HOLDER 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06877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06884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707041 東京闇鴨EX3 memories in nest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707102 迷途英雄的異世界召喚 河端ジュンー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7126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何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133 蕎麥麵(好可愛) つちせ八十八作; 陳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707140 金錢&智慧. 2, 反逆的敗北者 稻波翔作; 林以庭譯 平裝 1

9789864707249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7256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翻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7973 鬱鬱不樂 妖怪夫君 車谷晴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321 羅曼魔界行. 2, 椎心之離合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708420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8437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708444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708499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70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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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708680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0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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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冊 1

978986470871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9045 扉之魔術師的召喚契約. IV, 亞爾戈的遺產 空埜一樹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9052 忍者與龍究竟誰比較強? 伊達康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076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9090 人生. 第9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709106 GOD W(ˋ．ω ．ˊ)RLD-神之世界 吉村夜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113 軍師無所不知 タン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120 蛋糕王子的名推理 七月隆文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709137 Fateful Moments命運時刻. 1, 理想的沙漠 高橋びすい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709144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筱涵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9151 NARUTO火影忍者鼬真傳. 暗夜篇 岸本斉史原作; 矢野隆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9168 賭徒列傳 九月紫原作.插畫; 李洛克作 平裝 1

9789864709175 魔槍與獵人 Dark櫻薰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182 話說當時我還不是主角. part5, 我轉職成了最後一關的魔王二階堂紘嗣作; KamuKamu譯 平裝 1

9789864709199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11, 魔女狩獵戰爭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09205 獻給失落之神的聖謠譚 內田俊作; 陳姿瑄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9229 狗與魔法的冒險譚 田中羅密歐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70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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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09243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717 究極初心者. 3, 可疑的祭司 田尾曲丈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820009 東立原創大賽. 2016: 作品集. 4 陳建璋, 洪文茜, 梁守維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4820023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0887 魔王難為. lvol.06, 群雲輝星之唱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820924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948 SKYWORLD蒼穹境界 瀨尾つかさ作; 微笑皮耶羅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0962 鎧甲公主物語. 3, 公主們的和諧統一戀愛論 葉村哲作; 童小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1020 沃特尼亞戰記 保利亮太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419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5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0301 基本の冷凍保存 學研出版編著; 六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387 我的婚禮我做主 彭紫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394 日語基本會話700句 張永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400 使用頻率最高的1000日語生活實用句 周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417 史上最完整日語聽解: 單字.短句.會話.句型.文章,這樣練聴力最有效張超澤, 張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455 成功vs.失敗麵包製作書 黃東慶, 徐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479 用英語聊天900句這本最有效 王曉雪, 楊启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486 史上最完整青草藥圖鑑 好食材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09 第一次學日語,超簡單 耿小輝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516 阿醜媽咪幼兒原味副食品全攻略 林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23 ㄍㄨㄌㄨㄍㄨㄌㄨ攪一攪好簡單!超乎想像的甜點研究室: 無蛋x不用奶免x小麥岡村淑子著; 林郁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10530 全彩圖解懷孕.生育.育兒大百科 竹內正人著;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47 讓家事更輕鬆!小蘇打+醋の天然清潔妙方 潔客小管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61 刮痧自療: 常見病對症圖典 和平健康生活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78 新資訊.安全用藥速查指南 Harold M. Silverman編著; 陳品汝, 謝明珊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10585 這樣學韓語最有效: 發音、單字、句型、文法一次學會耿小輝, 柳秀賢, 盧熙碩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219

送存冊數共計：225

和平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401 地中海逃生手冊 施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2463 印心.恆河大手印 大堪布羅卓東由仁波切開示; 堪布丹傑, 林生茂口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153 看!情緒幹的好事: 哈佛精神科醫師執業40年的良心告白: 接受「人生就是不公平」,自豪「不完美的我也是最好的自己」麥可.班奈特(Michael I. Bennett), 莎拉.班奈特(Sarah Bennett)著; 潘昱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160 巴黎: 最新‧最前線‧旅遊全攻略 朝日新聞出版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184 凝視優雅: 細說端詳優雅的本質、姿態與日常 莎拉.考夫曼(Sarah L. Kaufman)著; 郭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10 從來沒有人懂我,可是每個人都喜歡我: 愛因斯坦101則人生相談語錄志村史夫監修.編譯;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0696 EPS通靈的智慧: 調頻Wi-Fi啟動超能APP 廖云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0696 EPS通靈的智慧: 調頻Wi-Fi啟動超能APP 廖云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98320 異相: 觀照式影像創作哲學思考探析 郭世謀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色次元管理顧問

送存冊數共計：16

金色三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光文化



9789867098344 行走中的水: 林佳鴻畫集 林佳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590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 2014 曾健華, 姚俊安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7591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 2014 曾健華, 姚俊安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262 物理治療行政管理 吳英黛, 胡名霞, 趙遠宏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64029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二)第3冊藥理學. 2016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30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16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31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16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32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16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33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三). 2016 曾健華, 江起陸, 黃家榆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347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2016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354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2016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361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2016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378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2016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385 First Choice內專分科詳解. 2016 曾健華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40392 PALS和APLS精華 胡勝川, 張茵琇, 張宇勳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0408 ECMO手冊 柯文哲, 蔡壁如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640415 消化病例之臨床推理與決策 林肇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422 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 基礎實務 吳英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640439 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圖譜 王成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446 一般超音波診斷學 萬永亮, 周宜宏主編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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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9

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名圖書



9789869243827 Lets find out iPen series sing & read english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243834 Lets find out iPen series sing & read english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572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建院一百周年慶法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洪家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8572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建院一百周年慶法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洪家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8589 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 兩岸四地民法論壇民法典學術研討會. 二0一五年第十三屆洪家殷主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6568640 漫布中東歐: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師生中東歐境外學活動成果彙編. 2015呂柏延等作; 施富盛主編 平裝 1

9789866568671 暗影: 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集刊. 第三十六屆 張庭寧, 梁明茜主編 平裝 2

9789866568688 文獻研究新視野: 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丁原基, 鍾正道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664 墨瀾. 42: 獨立出版社專訪 劉文雅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596 東吳法律與宗教論叢. 2015 陳清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602 東吳法律與宗教論叢. 2015 陳清秀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68619 東吳工程法學論叢. 2015 陳麗娟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626 東吳工程法學論叢. 2015 陳麗娟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吳師資培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東吳中文系墨瀾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吳法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657 老師的六十封信 賴光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914 偶像行銷: 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流行音樂行銷課綱朱介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2596 視覺設計與美學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李淑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03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第六屆陳心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269 肌肉失衡的評估與治療: 揚達療法 菲爾.佩吉(Phil Page), 克萊爾.法蘭克(Clare C. Frank), 羅伯.拉德納(Robert Lardner)原著; 蕭宏裕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189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八屆: 繽紛集 林美清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視傳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雨彤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312 寂靜的爆彈 吉田修一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336 制服搜查 佐佐木讓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343 幻想偵探社 堀川麻子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350 掟上今日子的遺言書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367 缺席 今野敏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1131 臺灣的孤島: 太平島風雲60年 劉臺平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28 非書法. I, 陳明德創作集 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265 宇宙間的符號: 將難經變為易經 太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74272 宇宙間的符號: 將難經變為易經 太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林堂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旺旺



9789867065681 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雲端版) 葉伊修編著 第2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698 商業概論勝經聚焦版(全) 葉伊修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7065704 會計學. III, 輔助教材 願景工作室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7065711 會計學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第3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065728 會計學萬事通總複習 馬家逸編著 第3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735 會計學萬事通總複習 馬家逸編著 第3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759 經濟學快易通高分講義 林虹妙編著 第3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766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第3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065773 會計OK,棒!考衝懶人包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第3版 平裝 1

9789867065780 商業概論升學總複習(雲端版) 葉伊修編著 第2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797 會計學百試達講義 黃仁乙, 黃雅玲編著 第3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065803 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 林虹妙編著 第3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065810 經濟學快易通高分講義 林虹妙編著 第3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0569 視覺語言: 紙象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576 視覺語言: 糖菓樹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583 視覺語言: 葉子魚 張哲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80590 視覺語言: 小鹿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606 視覺語言: 麻雀石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05 顏色語言: 大魚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12 顏色語言: 小雞的皇冠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29 顏色語言: 我叫綠色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36 顏色語言: 海裡來的聲音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43 顏色語言: 烏鴉艾格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50 顏色語言: 粉紅小豬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泛亞國際文化



9789864580767 顏色語言: 彩虹巴士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74 顏色語言: 紫狐狸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781 顏色語言: 愛的禮物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842 創作語言: 門神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859 創作語言: 猴子撈月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866 創作語言: 月亮的新衣裳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873 創作語言: 夜晚的朋友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880 創作語言: 築巢 張哲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80897 Color language: The sound from the sea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03 Color language: pink piglet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10 Color language: purple fox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27 Color language: I am green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34 Color language: edgar the crow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41 Color language: a gift of love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58 Color language: the rainbow bus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65 Color language: the crown of the chicken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72 Color language: big fish Cheming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0996 顏色語言導讀: 兒童的顏色語言世界 張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81009 Creative language: the moon's new dresses Cheming Cha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581016 Creative language: night friends Cheming Cha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581023 Creative language: cup the moon in your hands Cheming Cha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581030 Creative language: building a nest Cheming Cha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581047 Creative language: door gods Cheming Cha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2839 斗篷怪獸 史蒂夫.安東尼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青林國際



9789862742846 滑雪小兔 克勞蒂亞.路耶達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60 走入經典童話花園: 26個好品格的故事 艾斯提夫.帕荷伊朋斯文; 愛德莉亞.佛伊托斯圖; 余欲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77 大探險家: 15個歷史探險家的故事 瑪麗亞.費爾南達.卡奈文; 凱撒.薩曼尼哥圖; 余欲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38 謝謝你,熊貓先生 史蒂夫.安東尼(Steve Antony)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45 小鳥請唱歌 五味太郎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52 黃昏的電線桿 邁克.巴納特文; 珍.克拉絲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69 蛇弟弟,走開啦! 五味太郎文.圖; 黃惠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76 我不想去醫院! 湯尼.羅斯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012 兩岸詩. 2016夏 楊小濱, 黃梵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29012 兩岸詩. 2016夏 楊小濱, 黃梵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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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86931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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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931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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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869319126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7, 明朝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9133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8, 明朝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9140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19, 清朝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9157 植物大戰殭屍: 歷史漫畫. 20, 清朝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9188 被遺棄在喀布爾的少女 洛禾桑娜.汗(Rukhsana Khan)著; 施婉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兩岸詩雜誌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9710 學會紫微斗數,就靠這一本 宏天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734 低眉處處見蓮花: 佛教四大菩薩的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741 算運: 史上第一本命理算運書 鄭穆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758 看圖學八字 施賀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765 紫微算病 許永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772 紫微判決書: 一看就學會紫微斗數解盤 張立忠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789 快速記憶學八字 廖嘉賓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802 紫微斗數論鬼神 周星飛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209 璀璨瓊林 蔡清其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2209 璀璨瓊林 蔡清其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364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104-105年度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331 不必重來一次的人生 郭聰田作 第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河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金縣蔡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知青頻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910 野鶴無銀天地寬 金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765 書寫苑景. II: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活動全記錄. 104年度賴昭吟等共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727 讀書會學習社群成果輯. 2016 亞洲大學圖書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203 捷客多一句: 1000個國中小基本字彙 捷克多一句編輯小組編輯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210 捷客多一句: 3000個多益字彙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8940 米米不想畫畫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608988 不是我的錯 雷.克里斯強森作; 迪克.史丹柏格繪; 周逸芬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6608995 媽媽,外面有陽光 徐素霞文.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1501 挖土機年年作響: 鄉村變了 約克米勒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9181563 公主的月亮 詹姆斯.桑伯文; 馬克.西蒙德圖; 劉清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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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圖書館

金美工作室



9789869251044 米米坐馬桶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279369 妞妞的鹿角 大衛.司摩文.圖; 范曉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9383 點 彼得.雷諾茲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013 天空的顏色 彼得.雷諾茲文圖; 阿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318020 那魯 李如青文.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318037 大木棉樹: 亞馬遜雨林的故事 林妮.伽利文.圖; 劉清彥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0371 吃飯囉!(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88 早上好!(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395 我們的尾巴(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01 我家在哪里?(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18 我會做什麼?(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25 誰的便便?(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32 氣球飛了!(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49 誰的腳印?(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56 睡覺的地方(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63 我們的聲音(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70 我會數123(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87 彩色世界(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494 我們來比一比(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500 我的好朋友(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517 排排隊(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524 有禮貌(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531 萌萌蓋房子(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548 圓圓的生日(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拇指王文教科技



9789865610555 球球滾走了(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562 我有翅膀(簡體字版) 何修宜,王筱婷, 周柏俊文字編輯; 閔玉真等繪圖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5737 黑酵母β 葡聚糖提升免疫力: Aureobasidium培養液的人體作用飯沼一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201 水溶性核酸的神秘力量 松永政司, 宇住晃治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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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86059 融化冰山小姐 花茜茜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066 我的蜜糖小姐 辛蕾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073 小姐行行好 桑蕾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86080 天兵小姐拐到愛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271 不婚千金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288 不婚行不行 淘淘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295 不婚也可以 路可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301 不婚男這回栽了 慕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349 公子有點忙 佑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356 公子有點忙 佑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363 公子有點忙 佑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370 公子有點忙 佑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387 換得好賢妻 暖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394 換得好賢妻 暖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400 換得好賢妻 暖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318 夫婿找上門 微雨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青春



9789863286325 夫婿找上門 微雨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332 夫婿找上門 微雨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417 嬌妾不怕苦 木槿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424 嬌妾不怕苦 木槿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6431 收服小蠻妻 一染紅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448 收服小蠻妻 一染紅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6455 鴻運小廚娘 初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462 鴻運小廚娘 初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479 鴻運小廚娘 初語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509 先生不要太過分 梅貝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516 先生找錯人了吧 喬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523 大熊先生惹人愛 香朵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530 我的特助先生 辛蕾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824 虎茅庄書會第三次聯展專輯 沈碧盞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300 Beyond magic Peggy Huang等作 1st ed. 其他 第5冊 1

9789574484317 Get Ready for GEPT(Intermediate Level) 1st ed. 其他 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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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9

虎茅庄書會



9789868974692 海峽兩岸融滲式教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詹雅能, 王玫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617 Singing in the rain Emily Liu, Rob Schilling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202 發一崇德日本道場善歌集 其他 1

9789869367219 發一崇德日本道場四十周年記念誌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604 對臺灣的宣教: 提供宣教士本於聖經及深入文化的實用指引楊敦興等作; 千承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2604 對臺灣的宣教: 提供宣教士本於聖經及深入文化的實用指引楊敦興等作; 千承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802 失智症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指引 陳炳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622 百科知識王 東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原.故事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領導力開發和國際合作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美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佳洲製版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45 (99)東海建築畢業設計/(開始畢業)中區展覽紀實彭信文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69 細說東海早期風華 梁碧峯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7552 高雄市圓夢美術推廣畫會創作集. 2016 曾期正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746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李娟菁, 陳妙香作 14版 平裝 1

9789866428753 租稅申報實務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16版 平裝 1

9789866428760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惠雪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6428685 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祕笈 保母研究小組編著 1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788 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一) 張志聖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長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陣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建築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790 原來愛讚美. 2, 太魯閣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790 原來愛讚美. 2, 太魯閣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806 平安湯: 請喝! 李雀美文; 曹俊彥圖 其他 1

9789867134813 我的心渴慕我主: 基督徒靈修史略 劉錦昌著 平裝 1

978986713482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修訂本) 蘇畢娜.那凱蘇蘭主編 精裝 1

978986713483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鄭英兒主編 平裝 1

9789867134844 大手牽小手,我愛吟聖詩(臺語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882 環山鎮: 驚魂巴士 邪貓靈編著 平裝 1

9789869143899 高二五班靈異事件: 血妖祭典 韓倚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016 開鑿九宮坑道那一段歷史 林馬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3016 開鑿九宮坑道那一段歷史 林馬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795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馬騰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侑泰行



9789865625757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25764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25771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25788 金陵春 吱吱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25856 萬事如易. 第四部 三月果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5887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74029 兇獸情史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4036 兇獸情史 峨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74067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74081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274098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289108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289139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89146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89153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289160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289177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292818 莫負寒夏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2832 簪中錄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292849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92856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92863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92870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11359 仵作娘子 清閒ㄚ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11366 仵作娘子 清閒ㄚ頭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11373 仵作娘子 清閒ㄚ頭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11397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19409 誅砂 希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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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9181 系統工程2.0: 使用SBC架構 趙善中, 孫述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9198 老闆!我們要改造的是企業架構,不是企業流程 趙善中, 孫述平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360 橫山心臼仔: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童養媳故事 羅瑞霞, 羅文生口述採訪.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087 寶塚講座 張秉瑩, 王善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094 寶塚與歐洲最美的皇后 王善卿, 張秉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663 新琴點撥: 民謠、搖滾、藍調吉他綜合有聲教材(創新七版)簡彙杰編著 增訂二十版 其他 1

9789866581663 新琴點撥: 民謠、搖滾、藍調吉他綜合有聲教材(創新七版)簡彙杰編著 增訂二十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4227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 從規劃到3D列印輸出實務運用李明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9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9789572245798 寫給PM、RD與設計師看的設計需求分析: 使用者想要的應用程式都是這樣打造出來的!Chris Britton著; 黃振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835 實用Python程式設計 郭英勝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842 Illustrator CC設計接案王: 抓靈感x找素材x必學技巧的萬用書李金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897 搞定你的簡報雜症!不容錯過的免費軟體簡報術楊玉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910 數位影像處理技術手冊 賴岱佑, 郭忠義, 黃福助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5927 駭客行銷之道: 集客X流量一擊制勝,數位行銷力最大化Scott Brinker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934 活用Office 2016: Word+Excel+PPT職場所向無敵100+招楊宗誌, 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958 搞定你的簡報雜症!不容錯過的PowerPoint 2016簡報術楊玉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965 Python程式設計: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黃建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972 Hello!iWork: 一起跟著專家學用Pages+Numbers+Keynote提升生活和工作效率蘋果迷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5996 PowerPoint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009 網頁就是這麼疊出來的!: 企劃與設計人員都該懂的版型x模組x樣式設計架構Kimix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023 Python程式設計實用經典 許清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030 LibreOffice Impress 5.X簡報製作一點通 陳皓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078 古典美人手繪帖: 一次學會水彩X水溶性色鉛筆上色與構圖技法C.C動漫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4990 圖解第一次畫水彩就上手(旅行應用篇) 劉國正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018 圖解日式榫接 大工道具研究會編;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025 圖解日式自然風庭園 秋元通明作; 徐詠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032 圖解混音入門 石田剛毅著; 林育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049 圖解商品陳列的技術 福田ひろひで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056 圖解政治學 賴映潔等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063 女設計師的家這樣玩照明 村角千雅希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070 圖解看財務報表解讀經營策略 千賀秀信著; 徐小雅譯 平裝 1

9789864800087 圖解幸福大人的心理學 吳姵瑩, 易博士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易博士文化



9789864800094 圖解 商品開發的技術 梅澤伸嘉作; 裘鎮寧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70350 用心智圖背英文單字: 1分鐘看懂3,000個英文單字Michael Coughlin, Raymond Tsai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367 一定用得到的英文會話 10,000 Ian Crew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374 日文單字放口袋 濱川真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381 日本語言學校都在教的日語會話課 岡田麻理, 蕭意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398 第一次用英語旅行,超簡單! Kerra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404 找到問題,連垃圾都變出色: 只要你能發現問題,95%都是可以解決的!流川美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411 新字首字根字尾放口袋 Josephine Lin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070428 行銷36計: 行銷有理、詐騙無罪 派翠克.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459 一定用得到的日文單字12,000 張美惠, 張郁萱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8727 腦力發動機. A 蘇宏生[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2968734 腦力發動機. B 蘇宏生[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2968741 腦力發動機. C 蘇宏生[編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2829 松雲畫會28週年紀念專輯 蔡茂松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雲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易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兒雅芽親子工作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3101 鋼筆.情書: 鋼筆習字,愛意成詩 帕斯頓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44 陳德烈的日常小廚房: 60道家庭味料理 陳德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9951 孕期瑜珈 王玲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04 勁,主廚的私房麵點: 中式麵食的經典與新意 曾良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11 新生機文化: 全食營養家莎拉.布里頓的創意養生食譜莎拉.布里頓(Sarah Britton)著; 高梓侑, 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28 臺北人搞什麼: 50條生存潛規則 帕斯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35 食癒力. 2: 一位癌癒者的身體賦活餐: 49道體質究食營養食譜沈曼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35 食癒力. 2: 一位癌癒者的身體賦活餐: 49道體質究食營養食譜沈曼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59 關於愛......這件事 彭佳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66 愛的手感溫度 汪文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73 愛喝啤酒的姊姊 尹童姣圖.文; 謝秀梅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81 海峽兩岸茶業產製銷專刊 鍾健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29976 千萬夫妻 辛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83 緣來是個坑 綠風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29990 我的秘密是深愛 方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09 只是,忘了離婚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16 我的男神房東 黎嬌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23 暫停時間的愛戀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明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9789869361330 男神,綽號叫混蛋 言午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47 欠妳的,終身分期 嚴熙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54 出包靈媒妻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330 單色白陽 王小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47 死在六點前 蔣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54 散佚的族譜 甫躍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61 琥珀愛 馬小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78 少兒不宜 鄭小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85 當心情透明的時候 林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392 為幸福的影子而奔走 許多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300 所有的陽光撲向雪 呂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317 假面舞會 陳少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324 圖解腦中風 繆中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331 戰勝肺癌 毛偉敏, 許沈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348 婚姻,最浪漫的修行 林蕙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869 電子零件位置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松祿文化



9789575987275 禪觀生死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282 禪本自在: 達摩禪法二入四行指要 果谷著; 張芝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299 真正的快樂(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05 <>點校 吉藏大師著; 陳平坤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12 禪味關東: 古寺散步 秦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108 閱竹: 竹編花器美學 張富荃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25 明新科技大學50週年校慶紀念專刊 翁文爐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288132 五老創明新 李榮泰, 翁文爐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18 明新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屆 黃品欣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01 現代管理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鄭瑋弘等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新科大服務事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居意古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762 物權法之新思與新為: 陳榮隆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黃宗樂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1779 當代法學理論與制度的新視角: 林騰鷂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王忠一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405 月落不離天: 張永宗陶藝創作個展 張永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56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全集. 2016 長榮大學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418 鎖鎖菇.畫日常: 平凡日子再發現! 辜品瑄作 平裝 1

9789869328425 一招伸展神恢復: 做對伸展才能消除疼痛,同時瘦身、解除水腫、改善鬆弛吳宏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456 版畫,狂想: 從法國到臺灣,開啟一連串藝術與文學交織的對話,即興,且自由葛尹風作; 陳蓁美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6979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2936986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2936993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工作室



9789862937006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2937013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937020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37037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906 如何向董事會報告(實用秘笈) 茱莉.加蘭.麥克萊倫(Julie Garland McLellan)著; 何佩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913 公有事業全方位治理的指導綱領: 公有事業主管機關及董事會成員必讀茱莉.加蘭.麥克萊倫(Julie Garland Mclellan)作; 閻書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713 小翔的秘密 思翔綺作; 楊子逸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706 嘉義縣水上鄉三界埔耆老訪談與社區資源調查 魏世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41812 教宗世界病患日文告集. 1993-2016 鄺子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病患之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山谷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慧養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257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6 2016國家卓越建設獎執行委員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166 支配人生的「祖先供養」 谷口雅春編著; 日本國宗教法人「生長之家」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4519 風華二十: 第二十屆全國乳癌病友互助團體聯合年會特刊林葳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217 新式紋繡美容魔法書: 新時尚韓式半永久裸妝術Angel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708 角落微聲: 聽見窮人的聲音 劉奇峯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748 先知學校: 成全先知性群體的進階裝備 克里斯.韋羅頓(Kris Vallotton)著; 林淑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755 先知學校學生手冊 克里斯.韋羅頓(Kris Vallotton)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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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彩妝造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恩友愛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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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乳癌病友協會



9789869308762 先知學校領袖手冊 克里斯.韋羅頓(Kris Vallotto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532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6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168 醣類計算食品營養圖鑑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918 Mind the Gap: 出院準備困難個案案例彙編 丁貞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6580 忠義文學獎得獎優良作品專輯. 2016第十屆 黃國彰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666597 走出絕望邁向光明. 八: 忠義文學獎更生組得獎作品專輯. 第十屆黃國彰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9771 你餵養我的小羊: 小組長訓練手冊 夏忠堅編著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聖經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福音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野鳥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3566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林寶貴, 黃玉枝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005 光復鄉社區人文環境生態觀察之旅: 弗費特(forhet)的旅行葉慶源文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3005 光復鄉社區人文環境生態觀察之旅: 弗費特(forhet)的旅行葉慶源文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811 林仔城集英館拳術套路. 2016: 羅漢拳 社團法人南投縣埔里鎮籃城社區發展協會作 平裝 1

9789869246828 林仔城集英館拳術套路. 2014: 捎手四門 社團法人南投縣埔里鎮籃城社區發展協會作 平裝 1

9789869246835 林仔城集英館拳術套路. 2013: 拳母 社團法人南投縣埔里鎮籃城社區發展協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507 屏東宗聖公祠風華再現 曾貴乙編著 平裝 2

9789869345507 屏東宗聖公祠風華再現 曾貴乙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5507 屏東宗聖公祠風華再現 曾貴乙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5507 屏東宗聖公祠風華再現 曾貴乙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市真言宗普賢流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投縣籃城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屏東宗聖公祠古蹟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志願服務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837 我要.空笑夢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958 少林八段錦、易筋洗髓功 莊豐源作 其他 2

9789868764958 少林八段錦、易筋洗髓功 莊豐源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009 建築師執業手冊. 一0五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620 八卦山郵刊. 第61期: 八卦山郵學會「成立二十一週年紀念郵展特刊」[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029 秀英妳在叨位?: 再現秀英風華,香花滿三蘆 三重社區大學文史編採團隊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316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6第二十三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9789869332316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專刊. 2016第二十三屆 社團法人臺灣女性影像學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418 阿毗達摩輕鬆談 加納卡毘旺薩尊者(Venerable Ashin Janakabhi Vamsa)著; 鄔郭雷英譯; 王玉珠中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714 魔法學園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510 攀樹指南 Sharon Lilly作; Bryan Kotwica插圖; 李有田等翻譯編輯第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2498 小狐狸學長大 簡惠碧文; 張河泉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4402 熊寶寶找幸福 陳進隆文; 張郁翎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9431 Proceedings of 5th asian conference on pattern languages of programs 平裝 1

9789868249448 Proceedings of 5th asian conference on pattern languages of programs臺灣軟體工程學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軟體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1824 從IR1.0躍升2.0 吳淑媛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1824 從IR1.0躍升2.0 吳淑媛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420 產業策略規劃的理性決策思維與應用: 智庫引導手冊李宜映等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4757 兩岸濕地聯合研討會論文與摘要集. 2016 陳宣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375 TOGA.AWARDS個體審查紀錄. 2014-2015 蕭元川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677 新愛手冊初感染須知. 2016 社團法人臺灣露德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露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評鑑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424 好運自己來. 2017年 卡羅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187 鱷魚餓了 歐希里亞.伊給(Aurelia Higuet)文.圖; 阿爾發工作室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363 磐石美術集 邱映慈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3687 瘋設計 辛耀宗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793 愛上手繪萌系美少女 愛卡動漫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847 成為Linux大師的第一步: 崁入式系統的核寫撰寫林錫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3892 比Hadoop+Python還強: Spark MLlib機器學習實作王曉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908 用最先進的Sprite Kit開發iOS 2D遊戲 劉媛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3977 多肉綠意生活帖: 圓潤飽滿,100種最療癒的居家盆組慢生活工作坊著 平裝 1

9789863793991 色鉛筆隨手畫: 用具分析x畫法講解x療癒案例 篷篷草工作室著 平裝 1

9789863794004 透視遊戲插畫photoshop創作大揭秘 李洪波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4011 美的悸動: 風景寫真影像隨行 雷依里, 鄭毅著 平裝 1

9789863794035 Photoshop X Illustrator動畫多媒體創意實踐 蔡雅琦著 其他 1

9789863794042 動漫達人帶你認識鏡頭語言 C.C動漫社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臺灣歡喜八方健康心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爾發國際文化



9789863794059 撐起14億人電商的技術機密: 用Zookeeper及Paxos打造分散叢集倪超著 平裝 1

9789863794073 Laravel 5實務專題範例教學: 透過框架寫出更好的PHP程式碼姜琇森等著 平裝 1

9789863794080 王者歸來: OpenCV3使用Java開發手冊 呂傑利著 平裝 1

9789863794097 Google御用Docker叢集管理Kubernetes 吳龍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103 輕鬆駕馭Canon相機: 拍出動人美照 龍文攝影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110 瘋臺灣: 陣頭廟會民俗攝影技巧 陳仁文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4127 不止是測試: Python網路爬蟲王者Selenium 蟲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134 全力剖析男人心: 聰明女孩要會裝「傻」! 星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141 一生就該瘋狂好幾次!: 從成都到拉薩,一輛單車穿越高山與江河郭夢著 平裝 1

9789863794165 我們都能幸福著: 走,約會去! 姜曉晨著 平裝 1

9789863794172 超實用的Office圖例必殺技 洪錦魁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189 網頁設計再進化: 版式的美學狂想 善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196 Verilog-ARM嵌入式系統設計Base on FPGA 李新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202 Linux資訊安全聖經(Information Security): 收錄世界500大企業完整經驗李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219 利用Android強力開發Adobe AIR程式 邱彥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226 使用Cocos2D輕鬆開發商業版iOS遊戲 王寒, 屈光輝, 周雪彬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233 DRBD權威指南: 使用Corosync+Heartbeat技術建構RAID陶利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240 Java 動態模組系統的唯一選擇: Equinox OSGi原理及實作周志明, 謝小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257 3ds Max動畫大師110例 陳靜, 趙峰, 盤如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94264 王者歸來: Python在大數據科學計算上的最佳實作張若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271 Google就是這樣猜中你的心: 用機器學習及演算法分析文字語意祁瑞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288 Google、Amazon的超級容錯伺服器是如何建立的王恩東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859 蒙中俄關係與蒙古國對1911-1945年中國的認識 其木格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854 翰墨新情: 施筱雲文墨創作集 施筱雲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01878 翰墨紅樓: 縱筆漫讀大觀園 施筱雲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8990 老師的話 初版 平裝 第25輯 1

9789869319812 墬淵門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742 發展性社會工作: 理念與實務的激盪 葉瀛賓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721 全球B肝藥品商機面面觀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4738 通訊產業發展趨勢與物聯網主流通訊技術發展. 2016年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45 穿戴裝置與VR產業發展趨勢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1295 花蓮縣洄瀾詩社: 花蓮縣議長盃傳統詩暨新詩比賽詩作專輯. 第九集. 105年陳湘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花縣洄瀾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慧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歌藝術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809 我家住在雲端上 薛怡珍, 曾若芸, 楊少齊文; 劉兆敏, 楊少齊, 薛怡珍圖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712 親愛的老闆大人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729 我的皇帝大老爺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736 江湖謠言之捉拿美人欽犯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743 愛是無敵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750 哥哥的笨丫頭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0253 黑蔦宅邸的秘事 大海十夢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260 在陽臺上相會吧 小純月子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468 真愛耍心機 橫山真由美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0505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0567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0642 高台家的成員 森本梢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901 S男友X禁斷: 櫻愛戲 陽香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0949 HANGER: 執行人 如月弘鷹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0956 貪戀的熱帶魚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0963 妳什麼都不知道 花野里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六十石山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果樹



9789864740970 花: 淫華調教師 陽香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994 沉睡的王子與男僕 日高明日馬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07 你一直在我夢裡 ARUKU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14 不爭氣的戀愛 伊佐木李果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52 今天也和學長單戀中。 西野紀衣菜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76 3秒、戀上你 田村琴夕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83 抖S少爺的玩具 瀨田七生作; 夜原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90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1113 秘書戀限定 安武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120 老公的調教方法next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137 戀上惡魔君! TOWA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199 愛喲?!狐狸管家 草燈大人作; 蛋出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1250 可愛的腹黑君 七木志子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267 溫柔的任性 平喜多柚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281 今夜和你的奇跡之宴 織田綺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380 S男友X禁斷: 櫻愛戲 陽香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1397 一切都是初體驗的我們 紫依衣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410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1434 鬼神君的御用廚娘 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618 鬼神君的御用廚娘 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441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渡邊志穗作; 倪萱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465 戀愛除妖同盟 佐倉紫露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496 Lecture.Zone: 網遊真愛 東里桐子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519 Bountyxxx: 愛的懸賞 東里桐子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526 沒有錢!: NO MONEY!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41540 西裝和小惡魔 時山初芽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564 喜歡的人和他喜歡的人 吉永友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571 黑之館. 前傳 咪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1595 優雅刑事 流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1601 注定遇見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625 與你手相繫 崎谷はるひ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663 純情☆上班族 高山はるな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687 煩惱拼圖 川上千尋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717 中島萌嗨全世界 池山田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731 秘書魂 織田綺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748 老師!我得了戀愛病(>_<)! 桃井堇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693 永遠不能遺忘的事: 二十四孝果報圖、忤逆不孝報應圖、現代孝順故事實例(合訂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784 飛越死亡的夢境: 展開信賴的翅膀 諾可.桑傑斯(Nouk Sanchez)著; 魏佳芳, 若水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990 仁慈: 療癒的力量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 魏佳芳, 若水合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8108 奇蹟課程誕生 羅勃.史考屈(Robert Skutch)著; 王詩萌, 若水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資訊中心.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6

法藏文化



9789866049743 會說話的畫 林芳萍作; 許文綺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946 錢暴: 21世紀藝術市場大爆發 喬治娜.亞當(Georgina Adam)著; 項幼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953 宇宙掉了一顆牙 郭奕臣文; 林小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5977 設計生意經: 空間設計師的創業獲利提案 基斯.葛蘭內特(Keith Granet)著; 郭玢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984 孫小空72變 湯姆牛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5991 文物拍賣大典. 2016 蒲欣慧, 孫楚雲, 范欣茂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235 故宮90話: 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 野島剛作; 張惠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206 寫給城市的情書: STEPHEN POWERS的塗鴉力 史帝芬.鮑爾斯(Stephen Powers)著; 熊思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220 敲打夢想的女孩: 一個女孩的勇氣改變了音樂 馬格麗塔.因格(Margarita Engle)作; 拉菲爾.羅佩茲(Rafael Lopez)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237 為當下策展: 南條史生的藝術現場. 1978-2011 南條史生著; 彭俊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251 靈魂裡的火把 幸佳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065 最珍貴的禮物( 映畫版) 馬維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0027 克拉拉的小祕密 安.萊森圖.文; 杜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0072 垃圾堆裡的奇蹟: 映畫版 馬維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0089 我家門前有小樹 瑪麗亞.特雷西亞.蘿絲勒文; 布萊內菈.巴勒第圖; 杜子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070096 我又沒做錯什麼! 糖朝栗子著; 徐維誠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308 森林裡最特別的三兄弟 糖朝栗子著; 黃靜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315 小小印地安勇士 昆汀.葛利本文.圖;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5322 爸爸住在另一個家 格哥利.奇思圖.文; 范瑞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5339 不想長大的小種子 麗莎.特克斯特文; 娜塔莉亞.摩爾圖; 余治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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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宜縣無尾港文教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金蘋果圖書



9789868798410 無尾港有夠鳥: 發現在地賞鳥趣 李龍聰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98946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四上 王大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98946 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四上 王大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879 大人的小學時代 柿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1978 問神達人王崇禮老師新時代運勢農民曆. 2017 王崇禮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870 傳承與創新: 政大政治學系與臺灣政治學的發展黃德北等作; 楊婉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70 傳承與創新: 政大政治學系與臺灣政治學的發展黃德北等作; 楊婉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87 制度變遷、社會資本、政治參與: 三者之間的關係張芳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87 制度變遷、社會資本、政治參與: 三者之間的關係張芳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94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歷程 李台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894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歷程 李台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169 鄭翼翔教授八十回顧書畫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北市南山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9789869017169 鄭翼翔教授八十回顧書畫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363 <>之後 許書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491 一分鐘圖解.不可思議的貓知識,愛貓人不可不知石田卓夫監修;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500 暖身.暖心の香氛足部按摩: 促進新陳代謝.改善循環系統.調節自律神經.深入安撫心靈!池田明子, 佐佐木景子著; 姜柏如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783 人間現場: 八0年代紀實攝影 蔡明德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790 憤怒的白人: 直擊英國極右派! 白曉紅作;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005 三十三場革命 卡內克.桑切斯.格瓦拉(Cank Sanchez Guevara)作; 劉家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408 漫畫臺灣棒球史 敖幼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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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日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星火文化



9789575881078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一冊 1

9789575881139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七冊 1

9789575881092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三冊 1

9789575881153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九冊 1

9789575881085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二冊 1

9789575881115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五冊 1

9789575881146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八冊 1

9789575881122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六冊 1

9789575881177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十一冊 1

9789575881184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十二冊 1

9789575881160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十冊 1

9789575881108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九版 精裝 第四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823 寫作文法三十六講 劉承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178 青春嶺: 藝術新星. 2016 古璨瑜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760 夕月: 人類文明退化論 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9789869188784 樂活的生命故事: 晴耕雨讀縱情山水 洪瑞浩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2

春天寫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元藝術中心



9789869387606 休閒與觀光地理 王志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98522 如何製作一份完美的電子簡報. 基礎篇 胡靖, 張永昇著 其他 1

9789573098539 如何製作完美的電子簡報. 進階篇 胡靖, 張永昇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1980 旗開得勝國中數學段考題庫講義. 三 張信堂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41997 旗開得勝國中數學段考題庫講義. 一 張信堂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795 高階占星技巧: 中點技巧、組合盤、移民占星學魯道夫, Jupiter, Moniqu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01 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 具鏡善作; 馮曉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70 雲畫的月光. 卷三, 月戀 尹梨修著; 陳慧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87 雲畫的月光. 卷四, 月夢 尹梨修著; 莊曼淳,Ti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894 雲畫的月光. 卷五, 烘雲托月 尹梨修著;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00 我的貓步時光My Lovely Cat: 貓式閒情忘憂著色畫張元瑄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17 職業占星全書: 探索你的天賦、工作取向、此生被賦予的天職使命布萊恩.克拉克(Brian Clark)著; 陳燕慧, 馮少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迪生文教



9789869356701 人偶輓歌 哲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32 我有罪.我無罪 知言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8468 沒有來生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8574 沒有來生. 五, 進擊的禿毛啾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659 鳳于九天(漫畫版)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2968666 傲慢與偏見 千十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680 懶土豪和過氣MB 寂靜清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697 懶土豪和過氣MB 寂靜清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888 懶土豪和過氣MB 寂靜清和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703 男神別過來 小客空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710 男神別過來 小客空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727 緣中緣之藥王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734 貌合神離 困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741 浪蕩歪傳. 五, 媽媽有麒麟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758 重生之保姆很忙 簡單的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765 重生之保姆很忙 簡單的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772 緣中緣之暗皇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789 臣本奸佞 長辰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8796 臣本奸佞 長辰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8802 臣本奸佞 長辰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8819 臣本奸佞 長辰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8857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968864 沒有來生. 六, 機械之心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871 沒有來生. 七, 黃金王座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威向



9789862968895 暮雲合璧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901 暮雲合璧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918 緣中緣之鳳凰涅槃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932 我的繼兄不可能這麼機歪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949 我的繼兄不可能這麼機歪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007 世界現況. 2016: 城市能否永續? Gary Gardner等著; 陳宏淑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327 某一天 辛峻糢文; 金珍姬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334 韓國家庭料理 大宇證券社會服務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341 釜山100選: 像在地人一般旅行吧! 文喆珍, 崔榮芝作; 張鈺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358 餐飲專家白種元首選推薦道地韓國料理52道 JONG WON PAIK, 白種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365 韓國年輕設計師 樸明煥著; 張鈺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396 超繪讀童話遊戲三隻小豬 鉛筆頭文; 李正賢圖; 許涵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907 泰奧多爾24號 孫瑞夽作;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914 超繪讀童話遊戲美人魚公主 鉛筆頭文; Yunnso畫; 許涵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921 超繪讀童話遊戲灰姑娘 鉛筆頭文; Chunso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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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59969 銀彈的銃劍姬 紫雪夜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7

看守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9789571064277 完美攝影微調術: 100個立即見效的妙方 CAPA特別編輯作; 林璟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4284 點石成金的影像編修術: 用Adobe Photoshop Camera Ra找回相片蘊藏的表現與魅力園部大輔作; 游兆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359 《Sweet Time》張香香的私密寫真 張香香, 鄒鈜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882 最後晚餐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049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7131 幽靈的調教方式 えい吉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186 蛋黃哥女子 SANRIO作;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254 幻想危機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7674 人頭朝上 E.C.邁爾斯作; 游懿萱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681 熾影女王 莎菈.J.瑪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704 墜空戀人: 暴風疾雨 雪儂.梅森傑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995 你和我的足跡: 時空旅行.春日研究所 よしづきくみち原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084 養出天生燃脂肌: 4週S曲線計畫,改造體內紅白肌!朴芷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183 謊言王子與假扮女友 美麻凜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398 有你在的時候總是下雨 山田悠介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411 ON 獵奇犯罪搜查班.藤堂比奈子 內藤了作;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442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68459 學戰都市Asterisk. 外傳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466 Nikon D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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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68473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8480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8497 Life alive!. 4, 與妳攜手並進的校園總選舉 朝野始作;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503 中古貨也想談戀愛! 田尾典丈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527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68534 美食偵探王 寺沢大介著; 米斐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68541 室友八字有點輕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8558 傳單殺手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565 吳映潔I★MY★ME: Emma秘 吳映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572 綠陽探索者: 靈魂雕塑 相澤沙呼作; 楊佳慧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589 黑崎麻由眼中的美麗世界 久遠侑作; 九十九夜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596 魔王付不出房租 伊藤大作; 蔡知均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8602 迷途妖精日誌 上絕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633 酩酊大罪 紅淵作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8640 五百夢書鄉 穹魚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657 卡娜赫拉悠悠哉哉過生活 卡娜赫拉作; 許慧貞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671 異世界魔法實在太落後 樋辻臥命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695 地方的魔法少女需要管理員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701 這份戀情,與其未來。. 第一年 春 森橋賓果作; 黃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718 Minecraft DIY大事典: 手機版完全攻略 Projeck KK編; 王育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725 貓式瑜珈 深堀真由美監修; 最所綾子插畫;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732 大人的紓壓摺學,用一張色紙輕鬆打造我的紙上動物園フチモトムネ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756 生死靈藥, 科學怪人前傳I 肯尼斯.歐珀作;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763 絕對服從. II, 安娜的祕密過往 珍妮佛.羅許作; 天楓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770 惡搞也能出頭天: Action!網路短劇天團這群人TGOP的幕後奇想、技藝、創作實驗室這群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794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マシセダイチ作;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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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571068824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8831 一騎當千 塩崎雄二漫畫;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68848 花街鬼 櫻田雛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855 花街鬼 櫻田雛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862 你和我的足跡: 時空旅行.春日研究所 よしづきくみち原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8879 三隻眼幻獸森林的遇難者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886 IS(Infinite Strators) 弓弦イズル原作; 結城焰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8893 櫻花色心情 桑原草太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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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68916 戀愛、親吻與肉體的掙扎 千葉梢著; 河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923 Honey bitter苦澀的甜蜜. 10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930 貓與我的星期五 種村有菜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8947 好想認識你。 雪丸萌著; 蒼貓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954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雨水龍作; 細音啓原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961 AURA: 魔龍院光牙最後的戰鬥 田中羅密歐原作; 星野倖一郎漫畫;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8978 AURA: 魔龍院光牙最後的戰鬥 田中羅密歐原作; 星野倖一郎漫畫;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8992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9074 國王遊戲 金澤伸明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081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69098 王牌酒保a Tokyo 加治佐修著; 城安良嬉原作;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104 就是遊戲人生 榎宮祐原著; ユイザキカズヤ漫畫;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111 大奧 吉永史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69128 親愛的厄運情人 神奈木智原作; 二宮悅巳作畫; 張凱倫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9135 飆速宅男 渡邊航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142 肉食男子發情中 梅澤麻里奈著; SCALY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159 閃耀夏祭 七島佳那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9166 悠香的魔法之鑰 武內昌美原作; 白雪萬美作畫; NOI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173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春野友失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9180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原作; 林武三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9197 學園x封鎖 八頭道尾著; 阿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9203 源君物語 稻葉作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9210 我的朋友很少 平坂讀原作; いたち作; marron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69227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原作; RAN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69234 日日青: 那些在小太陽咖啡館的日子 綠光森著 平裝 1

9789571069241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9258 Eirun Last Code: 自架空世界至戰場 東龍乃助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9265 豪門密約 水島忍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272 野獸偶像獨佔通告 墨甄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289 我被轉發了一百萬次 林明亞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296 深表遺憾,我病起來連自己都怕 小鹿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302 貼身剪裁 迷逸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319 野蠻遊戲: 未來絕境 黑井嵐輔作; 朱海翔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326 妖異高中的班級日誌 怪盜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333 影帝男神正面上我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364 黑崎麻由眼中的美麗世界 久遠侑作; 九十九夜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371 鑽石菁英午夜指導 天ヶ森雀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388 弗雷姆王國興亡記 疎陀陽作; Seeker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395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9401 這份戀情,與其未來。. 第一年 夏秋 森橋賓果作; 黃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418 我在侵占來的迷宮美好人生直線前進 駒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425 與外星女孩締結的君臣關係? 語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432 我的幸運因你而起: 追星男孩 HAHA吉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470 手繪My Style食器 ingectar-eingectar-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487 大人的紓壓摺學: 用一張色紙輕鬆打造我的紙上家居フチモトムネ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500 如星星閃耀的你 持田秋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517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69548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著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9555 時光當舖: 思念物的歸處 千川小說原作; 葉澄漫畫改編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562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9609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6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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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571069647 甜甜的誘惑陷阱 杏堂麻衣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661 四月的你是閃爍的星星 杉山美和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685 四月的你是閃爍的星星 杉山美和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692 你和我的足跡: 時空旅行.春日研究所 よしづきくみち原作; 晴海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69708 三隻眼幻獸森林的遇難者 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715 戀愛、親吻與肉體的掙扎 千葉梢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746 蟲姬 外薗昌也原作; 里見有作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753 成為最後魔王的我只好想辦法做掉女主角了: LASBOSSxHERO葛城一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883 王子的乙女心願 彭雪芬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906 黑惡魔的甜蜜制裁 Makino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9920 蜜月就在畢業後 桃乃實紅著; mani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937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原作; 孟倫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0070 唯妙唯俏☆COS社 陳漢玲漫畫 1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70248 公務人員政策知識獲取來源對專業職能發展與工作績效之影響周成虎作 平裝 1

9789864270743 高等教育經濟弱勢生的服務整合與行銷: 以計畫理論的觀點吳怡融作 平裝 1

9789864270750 要勇敢喔! 安德雅.海特麥爾(Andrea Reitmey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767 我才不要吃這個! 安德雅.海特麥爾(Andrea Reitmeyer)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774 傑克蓋的房子 藍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798 披頭散髮的彼得 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828 約翰.吉平的旅程 威廉.古伯(William Cowper)作; 藍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繪;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0835 唱一首六便士之歌 藍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842 紅心皇后 藍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859 青蛙求偶記 藍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866 永續與綠色治理新論 周桂田等作 平裝 1

9789864270866 永續與綠色治理新論 周桂田等作 平裝 1

9789864270965 野生動物: 熊 瑞奈(Renne)圖.文; 劉孟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70972 野生動物: 狼 瑞奈(Renne)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0996 你要勇敢說不! 依兒娜.拉姆汀克(Ilona Lammertink)作; 露西.喬吉爾(Lucie Georger)圖; 陳如翎譯精裝 1

9789864271009 你在哭什麼? 依兒娜.拉姆汀克(Ilona Lammertink)作; 露西.喬吉爾(Lucie Georger)圖; 陳如翎譯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8

送存冊數共計：121

韋伯文化國際



9789864271016 你在嫉妒什麼? 依兒娜.拉姆汀克(Ilona Lammertink)文; 露西.喬吉爾(Lucie Georger)圖; 黃宜佳譯精裝 1

9789864271047 一起來玩吧! 海茲.雅尼許(Heinz Janisch)作;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繪;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1054 烏鴉羅莎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1108 艾蜜莉和小魚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圖.文; 劉孟穎譯 精裝 1

9789864271115 我眼中的費太太 海茲.雅尼許(Heinz Janisch)文;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繪; 劉孟穎譯精裝 1

9789864271122 史婆婆的帽子店 海茲.雅尼許(Heinz Janisch)文;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繪; 劉孟穎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8664 詳說日本文化史 楊永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63 張文環小說人物論 北見吉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70 新簡明日語基礎語法 黃朝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787 臺日異文化交流能力育成研究 賴錦雀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868794 橋本左內: その漢詩と生涯 前川正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800 基礎日語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材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7868817 五十音宅急便 葉建誠, 陳曉迪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824 中小學彈性學習的日語活動素材 闕百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831 中小學彈性學習的日語活動素材 闕百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8848 日語文法輕鬆學 何世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855 日本語の発話機能 小針浩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862 臺灣.開臺聖王鄭成功主神廟の研究 小俣喜久雄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879 こんにちはA1-1: 國中小、普通高中適用第二外語教材(試用版)陳淑娟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7868886 こんにちはA1-1教師手冊: 國中小、普通高中適用第二外語教材(試用版)陳淑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8930 エクリチュールに語られている帰米二世の祖国心象: 山崎豊子「二つの祖国」を中心に王曉芸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城邦印書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052 每日華語 Cheng Ting-yao,Fitri Fadhilla,David Agustriaw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501 來不及的道謝: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 王雅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9350051 龍嗣闕.來世緣 武誥梟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9350068 人類感覺記憶和思想活動的物質運動機理模型. 第一卷朱傳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50075 黃正斌養生腰帶功 黃正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082 龍嗣闕.來世緣 武誥梟著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9350099 小孩與飛天馬 薛默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401 創建欣賞式團隊: 用48個關鍵正向提問打造高效能團隊戴安娜.惠特尼(Diana Whitney)等合著; 徐佩賢, 謝冠東譯 平裝 1

9789869373418 奈奈子 香奈作 平裝 1

9789869373425 三對夫妻首部曲 香奈作 平裝 1

9789869373432 莉莉 香奈作 平裝 1

9789869373449 正男 香奈作 平裝 1

9789869373456 魏晉思想綜論 黃金榔作 平裝 1

9789869373463 Reflection張鶴齡球體關節人形作品集 張鶴齡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73470 王大華作品集. 17, 天仇記 王大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5981 新多益精選題庫完全攻略 Amelia Mahan編著; 蘇豔文解題 其他 1

9789865815998 全民英檢中級核心試題演練 Amelia Mahan編題; 夏穎解題 其他 1

9789869320900 海外大學年鑑. 2016-2017 哈佛留遊學中心代辦部作 平裝 1

9789869320917 新多益全真試題全集. 2016-2018 Allison Andrea編題; 高地解題; 吳昀融翻譯 其他 1

9789869320924 新TOEIC全真試題精選. 2016-2018 Jeff Santarlasci,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艷文, 歐淑萍題解 其他 1

9789869320931 iBT托福題庫. 2016-2018 Hoyt Tillman等編題; 蘇艷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9320948 全民英檢中級模擬試題. 2016-2018 Robert Dicks, Niphon編題; 陳奕題解 其他 1

9789869320955 新TOEIC全真題庫. 2016-2018 Jeff Santarlasci, Niphon Goodyear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哈佛英語



9789869320962 iBT托福單字完全攻略. 2016-2018 白樺編著 平裝 1

9789869320986 新多益閱讀全真模擬試題. 2016-2018 Niphon Goodyear, 蘇豔文編題; 蘇豔文題解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630 前男友 LaI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996 網遊之陰你千遍不厭倦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42025 桃花桃花幾月開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42032 當風止息時. 5, 忘卻的思念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049 錯過的星光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056 閣樓裡的仙杜瑞拉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063 我們愛過了然後呢?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070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 3, 預防召喚意外,實習之前請先投保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5001 風華再造: 洛克斐勒中心大樓 黃信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398 拯救二手屋 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洛克斐勒中心大樓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POPO出版



9789869353113 不良的魅力 瀧澤充子作; 賴庭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37 不良隔間改造圖解120 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44 一目了然展示收納術 黃鳳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68 看臉色 Lillian Glass作;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9890 尋根: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 2016王啟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8317 精忠衛隊90回顧 精忠衛隊編纂編組作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807 泰武阿拉依樣家族史與譜系: 傳承.教育.文化.生命華子冬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705 麟洛合輯 洪瑞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客家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勁旺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屏縣阿拉依樣宗親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亞技術學院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



9789573332282 這一天... 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82 這一天... 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99 深夜12點的電臺奇蹟 村山仁志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299 深夜12點的電臺奇蹟 村山仁志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05 悟淨出立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05 悟淨出立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12 穴之牙 土屋隆夫著; 林平惠,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12 穴之牙 土屋隆夫著; 林平惠,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29 夏日死亡紀事 卡爾.尼克森(Carl Nixon)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29 夏日死亡紀事 卡爾.尼克森(Carl Nixon)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43 放學後DeadxAlive 藤達利歐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43 放學後DeadxAlive 藤達利歐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50 巴黎找找愛 安東羅罕(Antoine Laurain)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50 巴黎找找愛 安東羅罕(Antoine Laurain)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480 古今蘭花名品 陳治棟, 劉守松, 王長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497 針灸腧穴圖解 陳以國, 成澤東, 吳鳳霞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503 仙道察氣預知未來 李芳黛編譯; 陸明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510 拍打經絡快速祛病 孫城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527 刮痧、拔罐、艾灸除病痛 柏立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534 足療健康法 王穎, 蔣宏, 王熙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558 紫砂壺盆景藝術 陳習之, 何雪涵, 程麗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食為天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108 傅培梅時間的美味中國菜 傅培梅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941 大士爺普渡祭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958 大士爺普渡祭: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965 烏龍大寶藏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972 烏龍大寶藏: 教學指引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406 孝經淺釋 郭基發編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501 印度比哈瑜伽學校功法大全: 體位法、養身法、身印、鎖印瑜伽士薩踏南達.薩拉斯瓦提(Swami Satyanda Saraswati)作; 周如怡譯平裝 1

9789869280518 倫敦腔: 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 魏君穎, 白舜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525 真我三論: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核心教誨 拉瑪那尊者(Sri Ramana Maharshi)著; 蔡神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200 烘焙食品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得分秘笈 宥宸餐旅群科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34224 世界料理各國著名美食 黃經典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昶茂微生物開發



9789865934224 世界料理各國著名美食 黃經典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212 步諦森Buddism style圖文詩日誌 釋妙蘊作 平裝 1

9789869311212 步諦森Buddism style圖文詩日誌 釋妙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538 進級: 從個人卓越到組織卓越的10個修練 胡志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9503 We love reader theater book.1 Allison Chia Yi Li[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541 觀光英日語必備2000字(中日英對照) 廖龍泉, 王昭文, 黃怡靜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558 從Gadamer視域融合的概念分析倫理道德的問題: 以O.v.Horvath的本文Jugend ohne Gott彭雅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565 Poder y literatura: memorias de peking de Lin Hai-yin y primera memoria de ana marla matuteLiu Pi-chiao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589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t the interfaces: locative argument structures in L2 chineseChuan-Kuo Shan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596 巴塔伊(G. Bataille)的情色思想研究 賴軍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602 Influencia del conocimiento cultural en el aprendizaje del espanol: estudio de los refranes espanoles y chinos劉愛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619 亞洲大學15週年特刊: 亞大十五 名揚百大 許政行, 施能義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英倫國際文化



9789868864269 洪正忠陽宅風水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9187633 雞年運程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723 神恩奇妙 李林尚美作 四版 精裝 1

9789868612730 如何預備被提 李清來作 增修初版 精裝 1

9789868612747 說話的神: 一九九個神跡 范野聲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107 上班第一天就有的競爭力 劉國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0114 看懂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0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421 和任何人都合得來 劉國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438 看懂財報每年穩賺20%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2445 30歲前,存小錢賺到100萬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452 晉升高手,一定要懂的酒田戰法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2469 賺錢是男人的基本功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476 不看盤,賺更多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05 靠技術分析,每年多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64812 股市贏家必備的技術指標圖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29 買對房子,富貴一輩子 劉國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36 新手一看就懂的股市當沖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海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茉莉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023 螢火集 李鴻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6875 機電整合應用與實習 許佩佩作 平裝 1

9789868476882 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解析(含乙級歷屆考題). 2016許佩佩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326 致理技術學院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屆張鏽樺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10 全國風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 陳若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814 南陵書會展集. 第六屆 余天賜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974821 南陵書會展集. 第六屆 余天賜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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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陵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國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統自動化實業



9789869278867 現在你就是總經理: 換你當家作主,決定公司生死,你行嗎?鳥原隆志著; 林錚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874 (新譯)樋口一葉的東京下町浮世繪: 收錄吉原哀歌等訴不盡的愛戀樋口一葉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881 網路行銷一點通 童上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801 (新譯)帝國旅人佐藤春夫行腳臺灣: 收錄一個臺南城府的奇幻傳說佐藤春夫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818 三眼鱷魚 林書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2632 魔術董事長: 要最好,你非變不可! 蘇一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670 全球外匯ETF攻略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892 先發制人: 打造迎戰變局的高韌性海豹團隊 布萊恩.海納(Brian E. Hiner)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12908 六標準差: 全線發揮變革與改善的影響力 彼得.潘迪(Peter S. Pande), 羅伯.紐曼(Robert P. Neuman), 羅蘭.卡法納夫(Roland R. Cavanaugh)作; 曹嬿恆譯其他 1

978986341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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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冠, 任立中, 曾光華譯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710 漫畫特攻隊: 快速入手 曾建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966 臺中州國立公園風景 臺灣國立公園臺中協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73 臺灣國立公園寫真集 岡田紅陽原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80 臺灣蕃界展望 鈴木秀夫作;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2997 柳宗元文選 (唐)柳宗元原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飛魚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540 東方文化學刊. 第五期, 科學世紀的幻想 胡又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557 金光布袋戲研究. 第一期, 向批荊斬棘的劇組致敬胡又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564 遊戲時代的新邦樂: 東方Project樂曲與音樂理論之考察. I, 旋律篇白鷺雪著; 東方譯務組譯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16 怪癖: 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101級畢業畫冊. 2016第十屆溫于萱, 馮爾葆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6109423 中亞地區政經發展析論 郭武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30 國際生活美學文創產業學術研討會: 美學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 第九屆黃昱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386 環境與藝術學刊. 第十六期 朱世雲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201 數學不斷電: 比例與百分率. 高年級 徐雲鳳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建景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文創系暨碩士班

送存冊數共計：4

恆萃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3042 阿桂遊記 桂京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100 抱你寫詩 吳翔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117 愛,無限大∞ 郭書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2133 搜靈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140 衛斯理傳奇之虛像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676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22683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23291 地獄公寓 黑色火種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307 地獄公寓 黑色火種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420 奪皇位要比厚黑 劉樂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529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3536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3543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3550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523567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23574 官商鬥法. II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23673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時代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琦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映象帝國



9789863523680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697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703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3710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727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758 弘一大師的超脫之學 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765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23772 極品相師 鯤鵬聽濤著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523789 原振俠傳奇之血咒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3796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802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819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826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833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840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3888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895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3987 我悟故我在: 撞壁人生的神奇解脫術 麥冬著 平裝 1

9789863523994 波斯的追緝 陳介中著 平裝 1

9789863524045 女人香 吳靜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24 千年之約(簡體字版) 太陽盛德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4

天圓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394 故宮精品導覽 晉介辰, 徐俊賢文字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40304 故宮100皇帝的寶藏 林美珠總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40311 品味故宮.繪畫之美 盧素芬文字撰述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833 不動佛: 發誓再也不生氣 第17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728 「大數據、新媒體、使用者」論文集 彭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735 宜蘭學. 2014 陳志賢主編 平裝 1

9789866893742 政治學(概要)Q&A 彭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773 國際關係與全球政治Q&A 彭懷恩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780 勇敢邁步: 嶄新的匯流法論文集 彭芸, 葉志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803 大眾傳播理論與模式 彭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1710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 兼述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張如杏, 楊添圍, 張玲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727 社工督導: 理論與實務 Allyson Davys, Liz Beddoe著; 曾煥裕, 劉曉春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734 聯合社區的理念、實踐與反思: 以「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為例賴兩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758 銀髮活動帶領手冊. 頭腦體操篇 余金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765 課程設計: 統整課程設計的思維與趨勢 陳怡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9789866001772 東亞海洋文明的歷史演繹: 華人移民.海域經濟.文化重構陳衍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789 藝術治療理論與實務 王秀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796 方案設計與評估 翁慧圓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802 社會團體工作 王金永等合著; 曾華源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819 說文解字注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三版 精裝 1

9789866001826 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雙色版)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 李添富總校訂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8862 出埃及記概要: 經上指著基督的話 寇茲(C. A. Coates)原著; 鍾聲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28879 默想約翰福音: 從伯大尼到伯大尼 陳希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710 敘述醫學: 述說顧厝邊、守健康33年的故事 韓明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34 高雄詩情(1977-2015) 李昌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41 屏東縣閩南語民間文學集. 4: 恆春半島歌謠輯 黃文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58 幸福手帖 李敏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98765 臺灣要核武: 餘年靜思 劉溪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72 臺灣現代詩選. 2015年 江自得等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89 戰爭與遷徒: 蔡姓聚落與旗津近代發展 蔡佳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796 文化心燈: 李喬文化評論選粹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02 我的心靈簡史: 文化臺獨筆記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19 回鄉: 蔡文章詩集 蔡文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26 實戰散手跤訓練及綜合戰技 林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33 新版小說入門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暉



9789865798895 2+12的人生 王道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749 新手主管的職人寶典: 第一次當主管就四平八穩唐美娟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28756 企業職務設計寶典: 這樣設計工作,職責執掌更明確!陳宗賢主講; 陳致偉,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987 Du Xi 胡伊欣, 林宙賢, 史巍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388 與孩子談上帝,千萬別敷衍: 為什麼兒童宗教教育很重要?艾伯特.比辛格(Albert Biesinger)著; 陳惠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5395 情緒,有關係!: 雅各井邊轉化情緒與人我關係的16場深度對話古倫(Anselm Grun), 吳信如著; 鄭玉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801 人生旅程的20個關鍵課題: 基督徒的現代倫理觀沃夫剛.胡伯(Wolfgang Huber)著; 吳信如, 范瑞薇, 鄭玉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818 依然信靠: 我信,所以我有自由與盼望 沃夫剛.胡伯(Wolfgang Huber)著; 葛毓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943 探索中國農村自治制度. 制度篇 蔡德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998 初探萬丹史事 毛帝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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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威廉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452 牧師,我有問題. 信仰篇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69 牧師,我有問題. 福音書篇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76 牧師,我有問題. 新約篇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2483 牧師,我有問題. 舊約篇 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22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2016Sheng-Chang Wang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232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7232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863 商業創新管理暨創意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六屆王瑤池, 陳錫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171 跨越18: 大學入門. 2016 王慶安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7218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一屆 王淳美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南榮科大商管學院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臺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140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手冊. 2016第十一屆汪美香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33581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四屆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7948 臺灣山地傳道記 井上伊之助原著; 石井玲子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7962 臺灣俚諺語新解 潘榮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8020 思慕的人: 寶島歌王洪一峰與他的時代 洪一峰口述; 李瑞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37 傳承與超越: 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王景弘等作; 許文堂, 陳儀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44 靈性 埔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68 分別為聖: 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 王鏡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917 大家都喜歡可愛的節奏書 丸子茜編著; 林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04924 大家都喜歡可愛的節奏書 丸子茜編著; 林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04931 大家都喜歡可愛的節奏書作業本 丸子茜編著; 林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04948 大家都喜歡可愛的節奏書作業本 丸子茜編著; 林勝儀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美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茂榮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資管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544 你.在嗎?: 楊定一手繪筆記 楊定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405 閃神 陳育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4809 愛吃水果的牛 湯姆牛文.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615417 巴夭人的孩子 彭懿文.攝影 精裝 1

9789861615448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賴馬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479 叫不動!?: 不催不趕,養出主動小孩 Carolyn Crowder, Ph.D著; 呂素美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6239 卓越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唐惠蘭 侯琇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46 高效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陳怡潔 侯琇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53 開發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康孟錚 官錦昌作 平裝 1

9789865826260 服務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陳有綱 黃薏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77 銷售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林景賢 鄭雪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91 進級: 從個人卓越到組織卓越的10個修練 胡志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風潮音樂國際



9789865826307 保險之美: 成就人生的未來價值 凌氤寶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26314 企業保險行銷: 企業留才與三富人生 李傑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158 奧林匹克教育: 培育具國際觀的地球村公民 許立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275 明解高中學測化學關鍵 陳紀全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82 明解高中學測數學關鍵 梁順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299 微積分題型與解法大全 鄭立編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3305 高中學測衝刺模擬TEST. 英文考科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312 高中學測衝刺模擬TEST. 社會考科 呂芬瑛, 許孝誠, 林曉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329 高中學測衝刺模擬TEST. 自然科考 廖大淵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336 高中英文Idiom Test速攻 陳俊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343 高中學測衝次模擬TEST數學考科 梁順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350 全方位英文文法高分測驗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838 你不問,還真不知道的為什麼: 生活科學500問 BBC Knowledge Magazine著; 王若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845 我的露營車探險 易思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冠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103 Yocal books YoYo Shop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230 佛法最終的實現 半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8735 高啟倫書法美學: 麗緻特集選 高啟倫著 平裝 1

9789868758735 高啟倫書法美學: 麗緻特集選 高啟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2292 彩繪詩篇 米雪兒.史帕克斯(Michal Sparks)插圖; 林雨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02308 彩繪祝福 丹尼絲.妸本(Denise Urban)插畫; 林雨儂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4798 漫談中國文化: 企管、國學、金融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404 人生的起點和終站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428 孔子和他的弟子們: 孔學新語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藍彩藝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羅文化

宥勳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禪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812 恐龍阿瓜和他的大尾巴 張嘉驊著; 黃祈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836 收集膽小鬼 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2728 每天 10分鐘的高效率練習:德國腦開發教授教你輕鬆駕馭工作、生活的黃金法則馬汀.克倫格爾(Martin Krengel)作; 利亞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902 不放手,直到夢想到手!ahq e-Sport Club的電競追夢旅程AHQ競酷數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2933 魔王與他愉快的上司們 雷雷夥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2995 陛下請淡定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053 蔡阿嘎Fun閃玩臺灣 蔡阿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077 神明,魔法師,與被詛咒的我 桐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084 午安,請問要點一隻偵探嗎?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107 Phantom Agent幽靈代理人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3114 魔王與他愉快的上司們 雷雷夥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138 養陽氣：提升自身陽氣就是百病的藥方,北京最貴醫生教你遠離高血壓、糖尿病、經痛、B肝、痔瘡等惱人疾病武國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152 隱形守護者 朵蘿芮絲.雷東多(Dolores Redondo)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169 山海祕聞錄. 303, 地下城市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176 二十一世紀債務論 丹尼爾.施德特(Daniel Stelter)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3183 文案訓練手冊 約瑟夫.休格曼(Joseph Sugarm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190 山海祕聞錄. 304, 公子之爭 仐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06 惡魔調教Project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213 不為人知的都市傳說. 2: 暗網歸來、亡靈世界、駭人實驗,真實存在的暗黑計畫Shawn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20 天國料理 那口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37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3

四也資本



9789863613244 西蒙和他的出櫃日誌 貝琪.艾柏塔利(Becky Albertalli)著; 曾倚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51 iBoy奇機少年 凱文.布魯克斯(Kevin Brooks)著; 陳圓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68 絕境之戰: 狩獵 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 尼爾斯.詹森薛爾頓(Nils Johnson-Shelton)著; 蔣慶慧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75 養心 董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82 Brick Taiwan: 積木臺灣經典建築,樂高積木打造43個古蹟與地標凌宗魁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299 月影町的差使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305 大內傲嬌學生會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3336 二十四節氣養生經 李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343 一個宋粉的宋朝觀察 吳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350 一個證券分析師的醒悟: 張化橋的股市真話 張化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367 敏捷式管理: 讓雲端團隊為你工作 ,運用外部專家精準完成目標強.楊格(Jon Younger), 諾曼.史默梧(Norman Smallwood)著; 江宗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374 寫給下一個人的真心話大冒險 大衛.特瑞波利納(David Tripolina)作; 賴芊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28 異世的普拉瑪 貓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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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41712 大航海時刻 郝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50 1082萬次轉動: 帶著電玩哲學的單車冒險 張修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74 破繭重生的美麗 陳美麗, 馬家駒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81 最後安慰 邱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98 山牧之愛: 現代牧人的四季日常,還有他的羊 詹姆斯.瑞班克斯(James Rebanks)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640 FB,讓你讚不停 張茂松著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6657 與神相遇在清晨 丁燕綾作 臺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飛鷹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網路與書



9789868676664 溪邊樹: 信徒與教會的造就 張茂松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6671 脫穎而出: 從優秀到卓越 張茂松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6688 應許的秘密 張茂松作 臺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6695 破繭而出 張茂松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09 我見我聞的福音. 第八冊, 耶穌宣教第二年. 乙 瑪利亞.華多達(Maria Valtorta)著; 葛助民, 李莉, 許漢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84 自然‧視界: 林美珠作品集. 2016 林美珠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25 藍色足跡: 吳汶錡藍染創作論述 吳汶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58 The paradigms that guide our lives and drive our souls!editor Jerome F. K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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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ome F. Keati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昭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在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汶錡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許漢偉



9789574337354 臺灣綜藝團 沈昭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311 藥劑師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127 海洋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134 漁業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141 水產養殖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158 造船日文 伊藤幹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165 海運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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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8528 醫院永續成功的24個觀念與細節 劉興寬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903 我形我素 蔡根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25 工程英文句型手冊 張欣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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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欣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伊藤幹彥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劉興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995108 臺灣主體論 陳荔彤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40 連鎖效應. 2016: 林敏智作品集 林敏智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872 人生80才開始 花開遍地 劉祿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76 股價X線投影 許金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06 海運學 林光, 張志清, 趙時樑作 第十版 平裝 1

9789574339044 航業經營與管理 林光, 張志清作 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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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祿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金華

陳荔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敏智



9789574339778 牌坊趙的孩子 趙傳敏口述; 賴志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97 統計學分析大資料庫(大數據)的公式: 適用各種母體分配王冠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0934 統計學分析大資料庫的理論與方法和實例 王冠先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03 島嶼天青 陳長慶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547 線上閱讀評量與教學研究 王靜如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02 廉隅清節 王振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7002 廉隅清節 王振漢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12 投資學: 基本原理與實務 謝劍平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謝劍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靜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振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冠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長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66 貨幣銀行學 李怡庭[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30 中阿含經南北傳對讀 莊春江編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11 海商法 劉宗榮著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12231 容天圻書畫集 郭春甫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05 慶祝臺灣日本口腔外科學會締結姐妹會邁向十週年京都賞楓攝影集. No. 3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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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淑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春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宗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怡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03 中華藝術集錦. 第七集 邵德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375 中華藝術集錦. 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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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6456 以西結書講義 蔡登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78 生命禮儀與歲時禮儀 林文鍊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515 華西書卷: 花師人華西情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33295 志工手札2015隨筆: 筆桿槍桿交會的星火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35282 憑你的名行西東 張博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93 明代金門先賢述論 王水彰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王水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登燦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88 生活安全產業規制法 梁添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04 國際貿易實務分析與操作 謝宗興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8307 雪泥鴻爪: 我的自述<> 許皆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14 猴鳥之歌: 黃才松水墨彩瓷作品集 [黃才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49 陳宥潞開運祕笈指南. 2017 陳宥潞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14 第一人稱 夏宇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才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宗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皆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20 經濟學 張清溪等著 5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641 臺灣景觀植物大圖鑑. 6, 球根花卉.香草植物.水生植物.多肉植物.蘭花類978種薛聰賢, 楊宗愈編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181 彌陀法門: 淨土正法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181 彌陀法門: 淨土正法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266 佛教的金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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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8795 火球花散文集 陳文榮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338795 火球花散文集 陳文榮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36 日本漢字讀法辭典 范穎繁編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陳文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范穎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聰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157 閩南文化縱橫談 陳耕著 精裝 2

9789574334421 第一鋼琴組曲<>: 根據福建南音古譜改編 楊雙智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69 六堆客影特輯. 2015 陳焯棋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52 自然之境: 吉隆坡 東方人文藝術館 書畫藝術創作聯展簡英智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1307 初吻,青澀甜蜜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7712 心動,溫柔的疼痛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9457 相思,折磨的靈魂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73 航海雷達 林永裕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280 漁具製作實習 林永裕, 陳衍光, 蕭智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永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俊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玫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振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陳焯棋



9789574339365 一九七二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二0一三年修正) 林永裕, 蔡金城, 蕭智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372 地文航海 蔡金城, 劉謙, 林永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389 天文航海 蔡金城, 劉謙, 林永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597 昨夜星辰 吳劍明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988 作祂的僕人: 周信德牧師專題文集 周信德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850 情寄書畫澄胸懷: 桃園文藝選集. 第29集 平裝 1

9789574334865 文光藝影: 桃園文藝選集. 第30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18 人在離島金門: 花言鳥語專欄 洪春柳著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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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春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淑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信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永炎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吳劍明



9789574336920 另一種存在. II 林淑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16 耋病者言 鄭伯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167 高等微積分: 數學分析入門 周君彥作 增修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174 保廠貨物通關報關作業 劉陽柳編 平裝 1

9789574340347 預報貨物通關報關作業效益 劉陽柳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842 中國式協商民主 葛建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198 霧散不開 陳昭淵文字.設計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昭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陽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葛建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伯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君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44 感恩 真言集 演博居士編著 精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115 基隆文史報導 陳青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122 基隆文史論述 陳青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14 計算機程式教材: 使用Arduino, Android手機 陳錫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25 數學閒話. 2012-2015 田銘莒編撰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60 整合學的第6本書: 高校生的整合學 王罡卜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銘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雲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陳青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錫川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健倫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90 藝術概論(含概要): 97-105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0606 本國文學概論(含概要): 97-105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0613 世界文化史(含概要): 97-105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0620 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97-105年高考、地特三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0637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概要): 97-105年高普考、地特三四等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0644 文化人類學: 97-105年高考、地特三等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31 纏花攻異聯展作品集 邱素椿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21 都更地主的大迷思 林立中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21 Ghost trappers Daniel Chua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29 白話菩提道次第廣論. 觀慧章 宗喀巴大師作; 法尊法師中譯; 釋湛護法師白話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桂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博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黃珮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81 藝享天開: 臺藝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6 陳綠文, 孫素珊編輯策劃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87 在你心房暫棲 樓雨晴作 平裝 1

9789574337194 兩顆心的距離 樓雨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119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進階手冊2.0版 潘慧玲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92 初級客語講義 賴文英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019 比特幣區塊鏈大未來 張渝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凱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文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渝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樓雨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潘慧玲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綠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78 禪風舞木: 李凱宸木雕.銅雕作品集. 2009-2016 李凱宸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8872 往事知多少: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 馮玉明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57 太極拳推手三十年 吳榮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54 Ultimate Realm of Surgery 莊麗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52 拾珍 吳學寶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63 懸崖撒手 黃珮珊撰錄.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學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珮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榮輝(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麗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玉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510 K線關鍵反轉日: 下駟對上駟 上駟對中駟 中駟對下駟: 還是勝藍道夫(Kobe Randolph)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27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臺灣50: 每個人都可以逞強 但限於在他所懂的高華德(Julie Goldwater)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34 寶塔線是投資人的神器: 在歡樂中仍謹慎自持 因為悲劇就在角落等待歐爾森(Michael Olson)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41 順勢操作波浪理論: B型企業: 變天不必過度擔心 天不會掉下來的易思安(Rapp Easton)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58 反向操作波浪理論: 避險: 那些理想主義者只注意到玫瑰比白菜香...魏茲(Jordan Weitz)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65 塔木德慈善理財經: 用來推動歷史的不是法律 而是金錢 只是金錢林白(Ben Lindbergh)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72 鬼谷子31倍數法則: 投資方向的模糊而正確 遠勝於佈局精確但錯誤九方皋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89 馬基維利君王論投資術: 塔西佗陷阱: 當謊言與防騙在進行軍備競賽史懷爾(Michael Swire)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596 白銀比例與黃金比例: 穀倉: 隱密的內線交易 每一位間諜都是王子布林肯(Paul Blinken)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5602 投資人都在等待果陀: 世界上沒有做不到的事 只有想像不到的事哈福德(Tim Harford)著; 張儁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36 荒謬獸. 首部曲 羅智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56 探索戰略 王崇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761 To explore strategy 王崇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崇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育民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儁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羅智強



9789574330140 CTA: Creative Talk in Asia亞洲創意對話. VOL.2 陳育民總編輯 精裝 1

9789574334728 AAD亞洲傑出插畫創作精選 陳育民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4334858 CTA: creative talk in Asia亞洲創意對話. VOL.3 陳育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5597 甘氏矩陣圖. 價格推算新篇: 股市不傳之秘 矩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5597 甘氏矩陣圖. 價格推算新篇: 股市不傳之秘 矩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07 臺灣藝術家風華: 藝術創作評述與作品解析精選集劉龍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06 觀心集: 黃玉梅水彩畫 平裝 1

9789574334506 觀心集: 黃玉梅水彩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45 我讓你靠 春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遐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玉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麗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王美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龍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08 大哉中華 美哉石首 胡遐榮, 蔡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92 Angel X Angle: 楊安琪攝影集 楊安琪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43 抱願 李曼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87 逐步東行. 2016第3期 劉玟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18 What's the心理學小辭典 小花老師, 毛莉嘉作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675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測驗題庫解答 胡靖榮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莉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胡靖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曼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安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70 一座太平洋: 我在彼岸,我在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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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0453 獵名行動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田振明譯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007 畫 我所愛: 郭吳富美創作集 郭吳富美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199 心律.變奏體 王耀德, 黃馨儀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12 中醫源流養生與常見疾病診治 杜基祥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基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碧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朝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嘉文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振明



9789574332489 貴人: 堅持的動力 顏碧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08 天下無弊事 俞小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0293 網路社群思想 俞小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24 輕鬆佈置你的家! 徐月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68 瘟神與花 決明2.0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60 三階: 服事新郎(學生版) 鄧鳴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177 三階: 服事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172 豐華: 王信豐紀念專輯. 2016 王信豐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慧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鳴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小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徐月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318 生命-因有愛而美: 王健潔紀念畫輯 羅家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10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酒吧街」的風華歷史 蘇錦足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308 墨韻凝彩: 洪素月書畫作品專集 洪素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537 春泥護花: 簡英智、謝榮恩書篆風華聯展專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0354 自然之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一0三級博班書畫藝術創作聯展作品集王俊盛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84 粲然凝香: 劉素真彩墨新境. 第五集 2016 劉素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英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素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信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素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思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07 你的未來不是夢 劉小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671 再見.幸福 江玉婷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916 劉雲樵傳: 古宮式八卦養生內功 郭應哲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59 守護天神的懲罰 故事編寫：游主暄 詹羽涵 蕭慧瑛 許云瓅 圖：林宛瑜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135 居無 吳俞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265 寫意: 朱俊麟藝游作品選錄與迴響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俞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俊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應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彥廷(臺中市)

劉小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玉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401 浯江夜語 寒玉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24 話說壯圍 張文義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48 書法家幽大默 林明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60 風水聚落: 金門珠山 陳成基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53 走過的歲月: 金門的記憶與人文風情 許秀菁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秀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永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明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成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寒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簡文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46 喧囂與寂蘊: 蔡永明 蔡永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52 情境英語 徐竹芹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17 道德經 老子原著; 宋守正注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56 Dr. Tan's internal showcase: the global balance methodRichard Teh-fu Tan[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24 國小高年級兒童音樂劇實作教學之研究 許允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7231 聖誕劇最珍貴的禮物[全方位排演手冊] 許允麗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86 普通化學實驗 孫瑞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孫瑞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芳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允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竹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守正



9789574339037 普通化學 孫瑞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624 分析化學 孫瑞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624 分析化學 孫瑞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30 123我們來玩一玩 王瑞英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7347 記得當年年紀小 王瑞英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23 劉婷瑟油畫初展集 劉婷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92 張松柏水彩畫集 張松柏作 精裝 1

9789574337392 張松柏水彩畫集 張松柏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07 Misted essence Robert Chang Chien[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簡長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瑞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婷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松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王瑞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36 靈性.覺 劉瑞瑗作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83 Understanding the elephant: a xiangqi primer. part 1: history of xiangqiJim Png Hau Cheng[作] 平裝 1

9789574339990 Understanding the elephant: a xiangqi primer. part 2: basic introduction and the basic killsJim Png Hau Che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12 熵翳學 沈博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35 回鄉偶書: 蔡順祈書法篆刻集 蔡順祈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04 回鄉偶書: 李弘正、蔡順祈書畫篆刻集 李弘正, 蔡順祈作 平裝 2

9789574337828 回鄉偶書: 雲林墨客書畫集 李弘正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賴志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順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弘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沈博文



9789574338184 周易大義 魏元珪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14 練字趣. 硬筆書法楷書篇 李盛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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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8269 紙的摺疊藝術創作集. 一 戴錫民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45 注壽延生: 金門「進桶盤」儀式研究 陳天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8245 注壽延生: 金門「進桶盤」儀式研究 陳天啟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375 恣意孚旦 王艷姿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399 Writing business letters in English Cindy L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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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艷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欣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錫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天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盛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67 詩篇抄寫本. 卷一 陳曉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43 圖案石韵 再現風華: 臺灣圖案石專輯 司木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33 峭壁人生: 分子醫學讓我反敗為勝 范振發口述; 林銘偉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603 離地的象 徐詩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634 標題 李明學, 吳樹安, 孫曉彤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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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峯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振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詩沛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曉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若弟



9789574338658 適應體育教學實務指引. 1: 適應體育奧運會 王峯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64 證券交易法比較證券法 余雪明著 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71 繡球花開時: 說著竹籬笆的故事 卓文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32 玉引十妍風華‧秀展畫漾人生. 2016 陳綠文, 李麗萍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18 看見 夜行者 479 陳采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56 讓你輕鬆學: 研究方法、數量分析、論文寫作 郭德賓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德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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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采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雪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文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00 樂齡族群音樂團體導引 Izabel S. H. C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24 北京雨夜花 孫想容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62 督導人員管理能力發展: 工作教導手冊 簡福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38979 督導人員管理能力發展: 工作改善手冊 簡福川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13 生活陶與茶藝文化 陳永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75 Lee Kuen Lin 1991-2009 collection Lee Lo Yi[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永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珞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鳳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福川

莊婕荺



9789574339105 實用華語 張箴作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99 袁德中畫我故鄉油畫專輯 巫武茂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35 是不是少了什麼? 甘捷曼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59 黑石前傳之法忍傳 王世溫, 蔡玫玲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41 快樂烘焙手冊 吳素枝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27 茶與咖啡 丁一倫, 朱州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素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一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甘捷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世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袁德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01 墨語.心象: 黃碧惠水墨作品專輯 [黃碧惠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33 犯罪偵查技術 廖訓誠, 陳芳振, 顏宥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26 八八手稿 路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426 八八手稿 路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19 墨香 謝貴美男[作]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00 Unveiling the mystery of the I Ching Tuck Ch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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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玉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路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謝貴美男

黃碧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芳振



9789574339525 興國文獻選彙 黃邦宿著 平裝 1

9789574339587 悟得人間是天堂 黃邦宿著 平裝 1

9789574339594 發揚仁愛的中華文化 黃邦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62 顏名秀創作報告 顏名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93 忘憂雅集: 葉登聰書法教學二十五週年師生聯展作品集葉登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54 在此/在彼: 旅行的辯證 胡錦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47 帚珍集 來新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747 帚珍集 來新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強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錦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來新陽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顏名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登聰



9789574339785 弱勢母語如何存續 李強拿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15 緣 什摩耶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22 無基礎OK!原來架站那麼簡單 陳柏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46 古蘭經暨中文譯註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77 日治初期淡水: 史料匯編 張建隆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0781 日治初期淡水: 史料匯編 張建隆編纂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38 交匯與融合: 從創作理念到創作實踐 林京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建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京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柏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超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依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76 會計學與財務管理多元課程規劃設計暨用心實踐教學實務案王春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095 記憶在發酵: 日本旅遊趣 游寶琴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01 美哉!生命的觀照: 白省三 白省三作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18 藝想世界: 觀自在 無所住-蘇一仲作品集 蘇一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56 電腦服裝打版實務 羅莉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秀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省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蘇一仲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春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寶琴



9789574340149 御風而行: 黃秀傑水墨創作展畫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94 文法不再鬼打牆 劉郁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48 蔡驟強文集 蔡驟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62 歲月光華: 海軍軍官學校五十五年班畢業五十年紀念丁樹德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79 媽媽說我命中逢貴人 張運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85 公立高中職教師甄選數學科筆試試題暨參考詳解. 105鍾成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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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能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國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郁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驟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39 臺灣阿信 呂新興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46 鳳珠姐个山歌新韻曲譜集 王鳳珠編著 其他 1

9789574340446 鳳珠姐个山歌新韻曲譜集 王鳳珠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682 工程領域創新教學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6 張仁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45 圍棋仙丹. 3 周可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76 剩餘土石方運送紀錄與e憑證系統之設計與開發林傳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宏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可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傳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鳳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仁家

呂新興



9789574340767 夢中的故鄉: 豐榮會 綠丘 南女中 吳宏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80 回身啄影 季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27 星際女友. 第一卷, 萬年女人 毓翎作 其他 1

9789574341153 星際女友. 第二卷, 醒來吧!光行者 毓翎作 其他 1

9789574341160 星際女友. 第三卷, 藍羽星的魔靈 毓翎作 其他 1

9789574341177 星際女友. 第四卷, 重生 毓翎作 其他 1

9789574341245 星際女友第五卷, 是開始也是結束 毓翎作 其他 1

9789574341382 半生緣轉 毓翎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47 梵宇尋香: 陳碧霞水墨畫集 陳昭吟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73 洪銀娥自選集 洪銀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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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毓翎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陳碧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繼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201 理想的缺陷: 公開說明書 盧奕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0191 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 鳥居龍藏原著; 林琦翻譯 平裝 1

9789863070818 從比喻故事領略孫文經濟學說 李金振編著 平裝 1

9789863070955 窺見魔鬼的容顏 夏鑄九著 平裝 1

9789863071020 戲服 英培安作 平裝 1

9789863071037 牟潤孫先生學術年譜 丘為君, 鄭欣挺, 黃馥蓉編著 平裝 1

9789863071044 無鏡の国度: 臺灣人「借」的意識 陳慶德著 平裝 1

9789863071051 由人而神: 閩南神明文化探究: 世界華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楊松年, 陳育倫, 劉家軍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1068 藝術與文化社會學新論 許嘉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1082 開枝散葉: 臺灣社區營造的捕夢網 王本壯等作 平裝 1

9789863071099 異質地方之營造: 理論與歷史 夏鑄九著 平裝 1

9789863071105 他人的目光: 韓國人的「被害」意識. 卷一, 韓國人全身.社會篇陳慶德著 平裝 1

9789863071112 胖靈魂詩集 許水富作 平裝 1

9789863071129 國家、族群與基督宗教: 西部苗族調查報告 劉芳等作 平裝 1

9789863071136 出漢字記 童元良作 平裝 1

9789863071143 愛的辯證劇本集 子虙作 平裝 1

9789863071150 政治學核心概念評述 王良能, 許雪桂著 平裝 1

9789863071167 史記學與世界漢學論集. 續編 柯馬丁, 李紀祥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1174 懦人之曰: 頹小疤詩集 頹小疤作 平裝 1

9789863071181 管理學概論 蔡宏進著 平裝 1

9789863071228 日本漫畫400年: 職人技藝、文化融合與內容產業的特質陳仲偉著 平裝 1

9789863071259 社區x營造: 政策規劃與理論實踐 王本壯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桌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628 穿越時空看聖經: 神國之境的失落與尋回(簡體字版)劉曉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11635 讓你的服務發亮: 打造讓顧客黏著你的取悅力 傅敬一, 凌偉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635 讓你的服務發亮: 打造讓顧客黏著你的取悅力 傅敬一, 凌偉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7858 健康促進與菸害防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5 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學系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26 良師、典範與卓越: 郭為藩教授八秩華誕祝壽專輯楊國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33 心智圖法研究趨向之分析 孫易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40 教育研究法 楊龍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57 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 林碧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7964 體育系統觀察方法論 歐宗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3969 濟陽式 7天有感!不發胖、不生病的飲食法! 濟陽高穗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76 終結牙周病:牙籤式刷牙法, 邁向不用拔牙、不用磨牙、不切除牙齦的目標渡邊達夫著; 嘉義市牙醫師公會牙籤法編輯小組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3983 圖解腸道決定抗癌力. 2: 排便異常&大腸瘜肉&痔瘡&腸躁症健康70問洪耀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29 吃出軟食力: 好人口 好吸收 活力健康飲食72變 徐于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74 [圖解&影音版]腦中風復健照護全書 陳適卿總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81 胃靠養,腸靠清 李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498 抗癌治癒力: 日本藥學專家的最新科學&營養觀點,教您清除癌細胞,遠離癌症!生田哲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格子外面文化



9789869369206 健身氣功 湛若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13 唱出好聲音: 顛覆你的歌唱思維,讓歌聲自由 陳威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37 痛風&高尿酸血症 飲食全書 谷口敦夫監修;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175 醬料大王. 西式篇 牛國平, 王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18 滴天髓闡微現代評註. 4-2 了無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25 瑜伽穴道指壓經絡伸展健康法 郭維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32 守護心臟.一輩子: 認識及保健心血管疾病50問 三慧文創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49 八字該這樣論 了無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56 超想學會的手作烘焙 洪宋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563 妙算人生八字 林信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58304 決戰太平洋 模型高手工作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58311 臺灣模型王: AT-3自強號高級教練機 模型高手工作室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475 GEPT. 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710 高中英語聽力模擬測驗: SMART試題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手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桂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手專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586 普通化學正詳解(95-105中國醫.義守.慈濟.私醫聯招歷屆試題正詳解)李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131 國民小學. 3上: 閩南語. 第五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836 法式料理神隨: 廚神米歇爾首度公開米其林星級料理技藝與心法米歇爾.魯.二世(Michel Roux Jr.)著; 松露玫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5850 閃電泡芙派對: 黃金比例1:2:3,超簡單做出40款巴黎人氣甜點雀芮緹.費瑞拉(Charity Ferreira)著;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867 味的散步: 從鄉土料理到皇室宴席,天皇御廚秋山德藏的飲食札記秋山德藏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881 大坂城: 天下第一名城 宮上茂隆作; 穗積和夫繪; 張雅梅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35898 江戶町. 上, 大型都市的誕生 內藤昌文; 穗積和夫繪圖; 王蘊潔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00 江戶町. 下, 大型都市的發展 內藤昌文; 積穗和夫插畫; 王蘊潔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17 法隆寺: 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築 西岡常一, 宮上茂隆文; 穗積和夫插畫; 張秋明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24 桂離宮: 日本建築美學的祕密 齋藤英俊文; 穗積和夫插畫; 張雅梅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31 京都千二百年. 上, 從平安京到庶民之城 西川幸治, 高橋徹文; 高嘉蓮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48 京都千二百年. 下, 走向世界的歷史古都 西川幸治, 高橋徹文; 穗積和夫插畫; 高嘉蓮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55 奈良大佛: 世界最大的鑄造佛 香取忠彥文; 穗積和夫插畫; 李道道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62 平城京奈良: 古代的都市計畫與建築 宮本長二郎文; 穗積和夫插畫; 游蕾蕾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2879 巨大古墳: 探索前方後圓墳之謎 森浩一文; 穗積和夫插畫;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2886 一個人的朝聖 蕾秋.喬伊斯(Rachel Joyce)著; 張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8611 蘇活月爵士魅影 班恩.艾倫諾維奇(Ben Aaronovitch)著; 鄭郁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628 馬雅祕境: 美國外交官史蒂芬森的探險紀實. 上 約翰.史蒂芬森(John L. Stephens)著; 周靈芝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高元進階智庫



9789869378635 馬雅祕境: 美國外交官史蒂芬森的探險紀實 約翰.史蒂芬森(John L. Stephens)著; 周靈芝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78642 快樂變老: 如何活得優雅又有價值的熟年哲學 丹尼爾.克萊恩(Daniel Klein)著; 廖婉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8659 三杯茶 葛瑞格.摩頓森(Greg Mortenson), 大衛.奧立佛.瑞林(David Oliver Relin)作; 黃玉華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710 飛越半世紀 樹德耀修平: 修平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盧志偉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0724 課程學習路徑遊戲化之模型開發在模擬醫務管理實務課程之應用王素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48 都市設計之規劃與分析 鄭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55 都市計畫之預測分析 鄭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762 化妝品領域課程數位教學規劃之實務報告 楊榮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823 電子,信號,與通訊創新科技研討會壁報論文集. 2016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908 微積分 洪揮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953 唐人生命禮俗研究 陳正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977 生活中的數學 楊錦章, 田方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801 華才心靈劍譜: 蓋世神功 至尊絕學 華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18 華才治家格言 華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25 核心價值再造Q&A: 事業價值創造實務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32 組織本體: 事業永續發展的關鍵秘密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祐安大斅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329 數學與生活 黃亭凱, 陳炳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336 數學趣談與微積分的基礎 白豐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667 前進天家: 每日默想懷愛著作中的重要課題 懷愛倫(Ellen White)作; 胡宗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674 小黑四部曲之踏出你的第一步,小黑! 馮家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2087 美術. 二(乙版) 林麗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2094 運動賽事小百科 宋洪經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92100 高中歷史學測總複習 羅秀花, 王清美, 張慧琴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233 貢寮生活手帖 蔡幸庭, 曾美珍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69240 旅行生活手帖 情話貢寮 蔡幸庭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旅行生活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真行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1881 臨界戰士 伍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41898 3.5: 全面升級 aaaaa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6564 你的鬍子想我嗎? 郝廣才文; 多明尼可尼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588 歡迎蝴蝶來參觀 露絲克勞斯文; 莫里斯桑達克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595 更少得更多 郝廣才文; 何雷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01 麗池的異想世界 龍蝦治百瞎 麗池克萊姆聞.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18 吼吼吼!! 畢多夫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25 恐龍躲貓貓 瀨边雅之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32 大家晚安! 克里斯霍頓文.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49 形狀翻一翻 郝廣才文; 林蔚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6663 我們跑錯書了! 理查伯恩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70 開學了! 雅妮特.塔麻爾金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87 顏色翻一翻 王欣榆文; 林蔚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6694 爸爸給小熊的驚喜列車 海一慶子文.圖; 賴云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700 圓 林蔚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724 美好的誕生 艾瑪.朱利安尼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731 接受和給予 露西 菲莉克絲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748 一個部落的孩子 藍史密斯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755 路邊的小花 強亞諾勞森文; 席尼史密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878 紙牌王國 泰戈爾原著; 李漢文繪圖; 林清玄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885 海烏姆村的鯉魚 以撒辛格原著; 克里斯多福繪圖; 郝廣才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892 旅館的那一夜 藍斯原著; 伊凡基斯塔繪圖; 張莉莉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908 黑貓 愛倫坡原著; 曼索特繪圖; 詹宏志譯 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格林文化



9789861896915 靴匠與魔鬼 契柯夫原著; 菲婕瑞兒繪圖; 張澄月才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922 三隱士 托爾斯泰原著; 葛羅伯納繪圖; 郭恩惠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939 羽毛冠 霍桑原著; 黛安娜羅達繪圖; 李昂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946 最後一片葉子 歐亨利原著; 貝諾許繪圖; 林良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953 跳蛙 馬克吐溫原著; 羅莎莉歐繪圖; 李婷婷譯寫 三版 精裝 1

9789861896960 春雨 鄭清文原著; 幾米繪圖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5385 心靈咖啡館: 張國隆的抽象藝術 陳義豐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6833 The phantom table and the kitchen table: 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 and feminist ethicsPi-Jung Chang[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857 柯林斯多益聽讀測驗高分策略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作; 強勇傑譯 其他 1

9789574456871 影像與差異: 視覺文化研究與政治 賈元鵬等作; 馮品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895 柯林斯多益聽讀說寫全真測驗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作; 強勇傑, 林宜瑄譯 其他 1

9789574456918 陳黎詩集. III: 2006-2013 陳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925 尤瑞匹底斯全集. I, 酒神女信徒/米蒂雅/特洛伊女兒尤瑞匹底斯(Euripides)著; 呂健忠譯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932 英文花體字魯拜集 張之申筆繪; 黃克孫衍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956 魯拜集 奧瑪珈音原著; 費氏結樓英譯; 黃克孫衍譯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4638 貿易英文簡易文法與句型 湯河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晁明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夏河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357 Your Training Notebook on Pop music Special Chord Progressionsauthor Scott Su 平裝 1

9789868990371 Your personal book of solo fingerstyle blues guitar: Fundamental,advanced & improvisationScott Su[著] 平裝 1

9789868990388 一個人的藍調指彈吉他攻略. 1, 基礎篇 不拘時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90395 一個人的藍調指彈吉他攻略. 2, 進階與即興篇 不拘時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7804 流行音樂的特殊和絃進行訓練筆記 不拘時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7811 吉他入門一本就上手 不拘時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0702 刑法 蘇銘翔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479 臺灣事變內幕記 唐賢龍著 平裝 1

9789869284486 基因不死人皆永生: 不死的秘笈 盧瑞鍾著 平裝 1

9789869284493 東武天皇在臺灣戰死: 探訪北白川宮遺跡 張健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668 創意商務服務Q2 WORKSHOP. 2016: 經管所碩士生小論文發表高苑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苑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書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675 綠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鄭魁香, 連苑廷, 蔡瀚德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3612 水冬瓜山筆記: 一位山僧的生活、修行內心對話釋慧證著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9008 English planet student book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19015 English planet student book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19046 Phonics fun student book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19053 Phonics fun student book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19084 Baby readers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19091 Story readers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19114 Read up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395 臺灣守護龍神: 形勢派風水學之理論與驗證. 2 謝文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306401 阿姆个心事 邱一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418 客語韻書: 客家口語詩詞工具書 徐清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425 用愛啟航: 品格教育: 正向管教與親師生合作 林建福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唐威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桂冠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綠工程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般若故鄉書房



9789577306432 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Hayek F. A.)作; 張尚德譯 修訂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48 與人類對話: 方彩欣數位藝術作品集 方彩欣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554 開唐霸業。: 李淵、李世民 陳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561 狗狗心事: 與毛小孩的親密溝通 李宛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585 共治天下: 唐太宗 陳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17 智謀三國: 諸葛亮 章映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24 開天闢地: 鐵木真 蘇赫巴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31 一代梟雄: 曹操 章映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48 大國崛起: 忽必烈汗 耿相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48 大國崛起: 忽必烈汗 耿相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55 英文商業關鍵詞全書 Mile R. Mcgarry, Christopher W. Lin, 吳湘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55 英文商業關鍵詞全書 Mile R. Mcgarry, Christopher W. Lin, 吳湘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62 人類的文明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62 人類的文明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79 帝國時代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79 帝國時代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4

蕾莉亞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原文創



9789869274449 非傳說. 卷四, 幻滅與新生 夜非夜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460 國際海事組織會員國審核機制架構及程序 周和平, 周明宏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77 國際信號: 視覺、聲號及無線電通信 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329484 載運散裝液化氣體船舶構造與設備國際章程及液化氣體船構造與設備規則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780 Blender三維動畫製作. 1: 化繁為簡,製作3D物件、場景、動畫李逢春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44 龍岡滄桑與風華 胡世詮著 平裝 1

9789869021944 龍岡滄桑與風華 胡世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075 千金媽媽佮萬金囝 歐陽鴻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朗素園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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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悅企業



9789869098014 秋半軒詩詞鈔 陳仲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098021 周素子詩詞鈔 周素子著 平裝 2

9789869098038 西海詩詞集 陳朗著; 何英傑注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098045 方舟與大師(簡體字版) 郝明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098052 何以藝為.周昌穀評傳 陳朗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098069 人?!: 烏有的二十年(簡體字版) 仇善榮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102 淺析當今伊斯蘭世界 孫若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569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576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583 老夫子: 狐狸仙外傳(復刻經典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1590 老夫子: 狐狸仙外傳(復刻經典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81606 老夫子: 狐狸仙外傳(全彩典藏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1613 老夫子: 狐狸仙外傳(全彩典藏版) 王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81620 紅麟隨心繪: 特殊傳說麥克筆複製畫集 護玄著; 紅麟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81637 大唐玄筆錄. 第一集 練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644 大唐玄筆錄. 第二集 練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651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6081668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 護玄原著腳本; 紅麟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675 雨帥 艾姆兔作 初版 平裝 第二集 1

9789866081682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動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53 藝采臺文: 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年刊. 第二輯 黃宜榕, 吳姍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452 陳怡安. 2014: 鋼琴獨奏會(怡樂畫集)書面詮釋創作報告書陳怡安作 平裝 2

9789869378703 再也不怕鋼琴視奏 施雯綾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6500 我的倒頭栽人生: 從女孩14到女人40,鋼鐵V的勇敢筆記徐若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00 錢難賺股票別亂買: 10%年投資報酬率,胡睿涵教你輕鬆達標胡睿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217 實用日本料理百科: 圖解和食精髓,囊括日式料理文化、食材、工具、 器皿、醬汁、烹飪技巧與150道經典菜餚,只要 一本在手,你也可以變達人洛爾.基耶作; 潘如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09 卯起勁來無所謂!: 上班族小說家的碎念日常 津村記久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354 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 村上春樹, 河合隼雄著; 賴明珠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22 雙城愛與死 葉姿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39 走進韓國人的家,學做道地家常菜: 74道家庭料理＆歐巴都在吃的韓劇經典料理,讓你學會原汁原味的韓國菜和韓食文化郭靜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77 愛上韓國歐巴,和你想的不一樣: 太咪的異國戀真心話&韓國男女戀愛、結婚第一手觀察太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84 今夜,我們在陽光下擁抱 蕾貝卡.戴納斯坦(Rebecca Dinerstein)作; 胡訢諄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491 下輩子還是要做化妝品: 韓國第一化妝品牌愛茉莉太平洋創始人徐成煥的成功故事韓美子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07 亂世宏圖. 卷二, 永遇樂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14 為什麼你總是害怕來不及 達達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21 珠寶傳奇 李承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3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9789571367538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 開始享受獨處 莎拉.梅特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45 問題可以一次解決: 跟著管理大師高德特拉的限制理論,學會解決所有工作難題的思考岸良裕司作; 張凌虛, 鄭曉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7552 丟吧!成為更好的自己: 從環境到心境,39個讓人生煥然一新的斷捨離整理術山下英子著; 林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83 瑜伽女孩: IG全球超出100萬的追隨者瑞秋,帶你透過呼吸、冥想到體位法,找回生命平衡,喚醒內在智慧。瑞秋.布拉森作;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590 每天來點負能量: 365則負負得正日曆 鍵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06 攝影.詩: 詩情攝意 曾進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20 詹惟中2017開運農民曆: 解析個人流年八字密碼,趨吉避凶,讓你全年亨通、升官發財、桃花朵朵開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44 0.1秒,把「最糟」變「最好」: 讓人生快樂100倍的思考方法翡翠小太郎作;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51 星座大戰3部曲 PIEP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68 心碎史: 13則史上最糟糕的分手故事 珍妮佛.萊特(Jennifer Wright)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82 我的世界,自己定義!: 75位千禧世代的追夢行動 史黛西.費雷拉(Stacey Ferreira), 費德.克雷恩爾(Jared Kleinert)編; 林以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699 親愛的我 蔡嘉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05 史料未及的奪命內幕 譚健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12 孤獨的價值 森博嗣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29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中山七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36 踏上旅程吧,收集從天而降的點點微光 角田光代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43 財團治國的年代: 從自由市場到不自由的人民 詹姆斯‧米克(James Meek)著 ;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50 再說一遍我願意 蘭波.羅威(Rainbow Rowell)作;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67 智慧的山嶺: 探訪世界最大佛學院,五明佛學院朝聖之旅翁林澄口述; 達娃拉姆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74 才不是魯蛇: 錢少事少、周休五日的快樂人生 大原扁理著;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781 黑道老大與他養的狗 寶總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04 走過失業,我喜歡現在的人生 施昇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11 舌尖上的騙局: 找回食物真原味!人工假味和無味食物正讓我們上癮?!馬克.史蓋茲克(Mark Schatzker)著;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35 生而自由,寫而自由: 一個美國記者與南非女孩們的心靈寫作課金柏莉.伯爾格(Kimberly Burge)著; 游淑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59 敵人是怎麼煉成的?: 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 寇延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66 當無尾熊遇到老虎: 認識自己的天賦特質 張曼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73 貓劍客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367903 與切.格瓦拉的短暫相遇 班.方登(Ben Fountain)作; 李淑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10 神祕靛熱 克雷門斯.J.瑟茨著; 林硯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27 地獄典藏(圖文版) 丹.布朗著; 李建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7934 W/兩個世界: 珍藏影像寫真 <>製作團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7941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 擁抱逆境的生活練習 克里斯多夫.哈米爾頓(Christopher Hamilton)著; 蔡孟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58 追尋路面電車: 遇見日本城市風景 余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65 不辦清單: 史上最不勵志的爛泥哲學書 pha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72 自由的選擇: 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 藍尼.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89 人際過敏症 岡田尊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996 練好一招,從遜咖變攝影高手 自然之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09 把土裡土氣變揚眉吐氣: 一鄉一特色,地方特色商品文創設計關鍵密碼程湘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23 眨眼CEO: 亞洲私募基金傳奇女王: 王樂怡的生命故事王樂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30 沒事別隨便思考人生 鬼腳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47 螢幕陷阱: 行為經濟學家揭開筆電、平板、手機上的消費衝動與商業機會索羅摩.班納齊(Shlomo Benartzi), 喬納.雷爾(Jonah Lehrer)著; 陳重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92 我家也有蔬食餐廳:養心茶樓主廚詹昇霖教你在家輕鬆做出少油、身體無負擔、符合健康潮流的60道五星級素食料理詹昇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23 佛在人間講義 印順導師原著; 釋開仁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800 高雄市美術推廣協進會專輯. 2016: 藝漾派對 龔天發, 陳甘米, 田生根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術推廣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師大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高市正信佛青會



9789868215474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會員聯展作品輯. 105年 林建璋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7032 Her presence in colours XII-Taiwan. 2016 吳美月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708 繪本融入環境與人權教育議題創新教學 林乃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715 繪本融入大學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踐 林乃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0085 興漢關鍵人物研究 詹士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092 學而集: 中國古代暨近代史學思想與文化論稿 楊志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832 素養閱讀 孫誠,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849 素養閱讀 孫誠,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856 素養閱讀 孫誠,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863 素養閱讀 孫誠,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60870 素養閱讀 孫誠,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760887 素養閱讀 孫誠,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761082 朱熹詩歌之哲學心理學與美學 康雲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高雄道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現代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益翔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723 九天玄女道法傳奇 沈武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616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進階版: 每年多存300張股票 陳重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623 一眼看穿房仲的賣屋手法 陳泰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247 讓學生快樂學習的60種教學法 李園會作 平裝 1

9789869269261 契約認可學校: 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改革 李園會作 平裝 1

9789869269278 幼兒的天才教育 李園會作 平裝 1

9789869269285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の教育 李園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65 人體切面電子書: 冠狀與矢狀切面 何宛怡, 蕭廷鑫, 謝侑霖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955 觀賞魚寶典. 3, 魟魚 Pisces, 周旭明, 仟湖魚業集團編著.攝影; 沈淑芳譯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悅翔數位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606 10週年藝往情深會員聯展 張翠吟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5206 桃園扶輪社55週年影像回顧: 演繹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88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實務一&觀光資源概要) 陳安琪總編輯 六版 其他 1

9789869084895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實務二) 陳安琪總編輯 六版 其他 1

9789869339308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領隊別冊 陳安琪總編輯 六版 其他 1

9789869339322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日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一版 其他 1

9789869339339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3578 當代婚姻協談手冊 愛維萊特.華沁頓(Everett L. Worthington)著; 嚴彩琇譯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4209 神啊!說好的那個人呢? 朱惠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223 聖經遊戲100種(簡體字版) 蘇文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254 破冰話題200(簡體字版) 梁光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315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5(家庭版)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322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5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339 不簡單的門徒 馬克倫(Floyd McClung Jr.)著; 王娟娟譯 初版5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校園書房

桃市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扶輪社



9789861984353 復活的力量 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作; 徐成德譯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1984360 一生的聖召 葛尼斯(Os Guinness)著; 林以舜等譯 增修初版7刷 平裝 1

9789861984377 比翼雙飛 梅麥克(Mike Mason)著; 嚴彩琇譯 修訂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4407 宣教: 一種生命的態度 白思傑(Howard Peskett), 雷馬強佐(Vinoth Ramachandra)著; 黃龍光譯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4414 微笑工作論 丹尼斯.貝克(Dennis Bakke)著; 盧筱芸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4445 爸爸領導學 史帝夫.法勒(Steve Farrar)著; 譚達峰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4544 二十世紀神學評論 葛倫斯(Stanley J. Grenz), 奧爾森(Roger E. Olson)作; 劉良淑, 任孝琦譯初版六刷 平裝 1

9789861984568 神啊!說好的那個人呢? 朱惠慈, 郭宇欣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681 耶穌愛你這麼多: 約翰福音(信息版)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葉嬋芬譯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4704 聖經的無誤與難題 饒孝柏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773 iBelieve: 初信成長手冊 飛躍青年傳愛中心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827 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編; 楊長慧譯 初版7刷 平裝 1

9789861984889 僕人的操練 薛玉光著 初版5刷 平裝 1

9789861984896 讓查經動起來: 動態式小組查經的引導技巧 洪中夫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4933 何必上教會?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屈貝琴譯 初版9刷 平裝 1

9789861984940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6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957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 2016(家庭版) 30天國際聯禱作; 30天中文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4964 快樂夫妻成長指南 史考特.史丹利(Scott Stanley)等合著; 馬永年, 梁婉華譯初版4刷 平裝 1

9789861985015 明白神旨意 史密斯(M. Blaine Smith)著; 林智娟譯 初版6刷 平裝 1

9789861985022 建立國度的禱告: 用主禱文重塑門徒生命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著; 盧珍予, 郭秀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077 創造文化: 世界潮流中的福音新呼召 柯羅奇(Andy Crouch)作; 鄭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114 隱藏的種子-史華璐: 近代食品安全的改革者 張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121 神兒子的復活 賴特(N. T. Wright)作; 邱慕天, 紀榮智, 譚達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5145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挑戰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作; 戚時逝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5152 照顧父母,也照顧自己 芭芭拉.狄恩(Barbara Deane)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169 神的孩子正在找自己(簡體字版) 凱瑟琳.帕特森(Katherine Paterson)著; 屈貝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176 加拉太書查經材料: 福音真重要(簡體字版)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176 加拉太書查經材料: 福音真重要(簡體字版)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李柏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183 與神摔角 衛雅各(James Ernery white)作; 申美倫譯 初版3刷 平裝 1

9789861985213 我們怎麼知道上帝存在?: 在21世紀認識耶穌 魏樂德(Dallas Willard)作; 申美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237 凝視生命: 奇士勞斯基<>的神學美學 曾慶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244 神之英雄: 新舊約漫畫縱覽 道格.莫斯(Doug Mauss)編; 賽卓.卡利耶羅(Sergio Cariello)繪; 宋雅惠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985251 愛的銀光圈 艾咪文; 靴靴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5268 天天與耶穌一起禱告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徐成德, 張玫珊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985275 全民神學家巴刻: 從認識神到事奉神 麥葛福(Alister McGrath)作; 陳思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05 愛的教會論 吳正賢作; 李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1253 基督教要義輕鬆讀 加爾文原著; 金鍾斗繪編;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981260 基督教要義輕鬆讀 加爾文原著; 金鍾斗繪編;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253 使用EXCEL學習統計預測法 菅民郎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60 你轉身之後 喬喬.莫伊絲(Jojo Moyes)著; 葉妍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84 超簡單機器人動手做: 用隨處可見的材料發掘最先進的機器人學問凱希.西塞里(Kathy Ceceri)著; 潘榮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91 Making Makers: 讓小孩從小愛上動手做 安瑪莉.湯瑪斯(AnnMarie Thomas)著; 潘榮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307 LinkIt ONE物聯網實作入門 曾吉弘, 顏義翔, 陳映華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314 購物狂沙漠大冒險 蘇菲.金索拉(Sophie Kinsella)著; 羅雅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321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38486 湯華英藝術歌曲. 第一集 湯華英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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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送存冊數共計：45

泰電電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桃園愛樂合唱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184 農歌 王柏鐺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9342 藝緣畫會聯展專輯. 2016 傅彥熹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039 手機密碼. 戀愛交友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053 我要活下去: 健康快樂的自我保健法 陳昭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535 通訊傳播法研究. 第二卷 周漢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801 二二八記者劫 呂東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宬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十一世紀基金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縣藝緣畫會



9789868344648 博物館奇蹟: 佛陀紀念館的故事 釋如常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905 我們的文學夢. 4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2641 樂齡休閒需求與創新產品探索 張舜翔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658 天長地久: 生物製劑配方技術關鍵攻略 游佩芬, 申忠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795 解問題: 智慧創新樂活城市 蘇孟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822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作報告. 105學年度黎建球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536839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 105學年度 管美蓉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954 愛的喜樂: 論家庭之愛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經中心



9789869209670 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講義 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院彙集 修訂初版 平裝 上集 1

9789869209687 清虛宮弘法院教師講義 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親和院彙集 修訂初版 平裝 下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6677 臺灣地權制度變遷之考察(1860-1960) 周茂春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926 如何讓孩子知道我們離婚了? 陳麗如等編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8258 當孩子永遠的父母: 離婚親職資源手冊 兒童福利聯盟北區親子維繫組編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684 臺灣公司治理 平裝 1

9789869268684 臺灣公司治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564 黃永川教授年度大展主題論文集: 1995年文人插花至2014年異常邂逅黃永川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地政研究所



9789869154116 東協2025年: 攜手前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810 精實創新: 快思慢決的開發技術 稻垣公夫著; 吳廣洋譯 平裝 1

9789869199827 創實: 新臺商的7道策略考題 佘日新著 平裝 1

9789869199841 新TPM加工組立 日本設備維護協會編著; 中衛發展中心編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7670 展現寶山生態之美: 動植物圖鑑 謝春萬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412 伴同式診斷於藥物開發之發展模式及商機探討 賴瓊雅, 鄭宇婷, 劉曉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429 伴同式診斷於藥物開發之發展模式及商機探討 賴瓊雅, 鄭宇婷, 劉曉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436 新加坡藥品產業現況及商機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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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36283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291 真心告訴您: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4980 地工藏影: 地工人西藏行 何樹根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445 中論講義. 上 釋厚觀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2452 中論講義. 下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3160 綠能應用產業與技術發展年鑑. 2015年 呂紹旭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3177 光電應用產業與技術發展年鑑. 2015年 北美智權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3184 平面顯示器市場與產業技術發展年鑑. 2015年 郭燦輝, 陳逸民, 簡俊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968 叮咚!掛號!色彩遊戲書 徐靖雯文; 蘇子維, 范瑞鈴繪; 朱銘美術館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05975 亞洲之外: 80s'朱銘 紐約的進擊 林以珞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朱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電科技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工技術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231 青春逐夢臺灣國: 開枝 戴寶村主編 一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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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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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45381 閱讀專注力開發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9789868845381 閱讀專注力開發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9789868845398 正念閱讀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205 禽病學 王金和等編著; 謝快樂主編 平裝 1

9789869353205 禽病學 王金和等編著; 謝快樂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971 三閩一浙 張瑞圖.黃道周.許友.倪元璐選粹 吳國豪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282 八十不拒集: 邱伯安有畫要說 邱伯安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李崇道博士基金會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9789869215299 奉獻人生: 博愛博士邱伯安真道行 邱伯安口述; 卓少蘭筆記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05 生命之浪 邱伯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802 希望的鑰匙: 開啟上帝給人類抗癌的密碼 返老還童「希望的鑰匙」編輯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568 阿嬤的草袋 賴吳保等口述; 盧彥芬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2888575 話針畫線化成圓 王廖千秋等口述.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2888582 蓮想 文清貴等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4380 法鼓山年鑑. 2007 梁金滿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395 獨木舟的故事 梅沙克.阿薩爾(Meshack Asare)圖.文; 謝明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906 克瓦喬和小黃銅人的秘密 梅沙克.阿薩爾(Meshack Asare)圖.文; 朱佳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天步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返老還童防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藝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550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ROC GAAP)財報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05年版(104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6478567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ROC GAAP)財報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5年版(104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394 鋼鐵年鑑. 2016 陳建任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00 鋼鐵年鑑. 2016. 總論篇 陳建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17 鋼鐵年鑑. 2016. 長條鋼篇 蔡佳彣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24 鋼鐵年鑑. 2016. 平板鋼篇 王家蓁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31 鋼鐵年鑑. 2016. 合金鋼篇 洪鼎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48 鋼鐵年鑑. 2016. 不鏽鋼篇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448 鋼鐵年鑑. 2016. 不鏽鋼篇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835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論壇彙編. 第24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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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定傷病與七大重大疾病之研究喬治華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中國童子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屬中心



9789868683761 德馨滿人間. 第七輯 李阿成, 莊鶴齡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9573 紡織產業年鑑. 2016年 王應時等撰稿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19597 智慧製造與智慧生活趨勢下紡織產業機會與挑戰楊宜蓁撰寫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327 土耳其: 手作之美 官振孝, 王亞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756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文集. 2013: 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0763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文集. 2014: 食品衛生管理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60770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文集. 2015: 公司治理-企業負責人之義務與責任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6649 永遠的陳拱北 張秀蓉, 江東亮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8376649 永遠的陳拱北 張秀蓉, 江東亮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理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紡織綜合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1985 全民行健,里山和諧: 能源國家型計畫粹鍊更美好的臺灣. 貳張培仁總編輯 平裝 2

9789576191992 邁向水資源調適規劃2.0: 以多元參與風險治理強化政策規劃吳悅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005 臺灣製造業. 2025: 藉由形塑未來工作與生產模式來探尋潛力技術王宣智, 林品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012 能源科技研發創新推動機制之研究 黃郁棻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925 大陸人民與外國人在臺法律地位: 以兩大人權公約為核心管安露, 張顯超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2925 大陸人民與外國人在臺法律地位: 以兩大人權公約為核心管安露, 張顯超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694 耶穌平靜風浪 哥本哈根出版社撰文; 吉爾.吉烈繪圖; 黃耀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700 耶穌平靜風浪(簡體字版) 哥本哈根出版社撰文; 吉爾.吉烈繪圖; 黃耀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717 挪亞方舟 哥本哈根出版社撰文; 吉爾.吉烈繪圖; 黃耀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724 挪亞方舟(簡體字版) 哥本哈根出版社撰文; 吉爾.吉烈繪圖; 黃耀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762 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譯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28970 不一樣的幸福 寇紹恩主講; 黃麗玟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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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5

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055 得著屬靈能力的祕訣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 Liardon)著; 吳美真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334853 神的將領. 3: 醫治佈道家 羅伯茲.李亞敦(Robers Liardon)著; 柯美玲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208 基督與醫治 醫治手冊 格雷姆&薩布麗娜.沃爾許夫婦(Graeme & Sabrina Walsh)作; 劉如菁譯平裝 1

9789869336215 復活再臨的君王 丹尼爾.林(Daniel Lim)作;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336222 尋見阿餥科滿: 在春季節期中遇見耶穌 艾潔奇(Christie Eisner)著; 劉如菁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779 健康照護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5 黃毓瑩, 林惠珊, 方姿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79 健康照護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5 黃毓瑩, 林惠珊, 方姿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86 健康照護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6 黃毓瑩, 林惠珊, 方姿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86 健康照護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6 黃毓瑩, 林惠珊, 方姿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93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5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793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5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09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6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09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6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16 全球餐飲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5 黃淑姿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16 全球餐飲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5 黃淑姿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異象事奉展望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商業發展研究院



9789577517821 妮子家的餐桌 陳素宜著; 楊麗玲圖 平裝 1

9789577517869 成語小劇場: 棒打山老虎 岑澎維文; 魏羽桐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876 怪咖教室. 4, 世界怪好玩 王淑芬著; 王秋香繪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837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annual report. 2015David Y.L Lin[作] 平裝 1

9789868939844 Fondo de cooperación y desarrollo internacional informe anual. 2015David Y.L L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3133 公司證券法論集 何曜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3133 公司證券法論集 何曜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926 喜憨兒照顧服務 羅藝方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926 喜憨兒照顧服務 羅藝方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933 喜憨兒NPO策略領航 蘇國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4933 喜憨兒NPO策略領航 蘇國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766 有機動手做: 家庭蔬菜栽培 林晋卿, 黃山內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岡法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憨兒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2625 白衣天使. 3: 優秀護理人員的辛勞與奉獻: 2015優秀護理人員與護理之美攝影獎表揚大會實錄與報導高明見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2625 白衣天使. 3: 優秀護理人員的辛勞與奉獻: 2015優秀護理人員與護理之美攝影獎表揚大會實錄與報導高明見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1584 希望有一天: 充滿喜樂的臺灣 林義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347 愛的光芒: 與德蕾莎修女靜心祈禱 柯諾邁雅(Comelia M. Knollmeyer), 凱特勒(Evaldine M. Ketteler)著; 上智文化事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354 主日讀經講解. 甲年 杜敬一作; 張毅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361 主日聖言誦讀. 甲年 林康政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6575 2015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消費性電子/行動暨網路通訊張俐婷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582 2015ICT產業白皮書. 下: 顯示/軟體服務 陳彥合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599 新興科技剖析與應用產品發展趨勢 吳顯東, 陳賜賢作 其他 1

9789575816605 新興科技剖析與應用產品發展趨勢: 智慧科技、智慧家庭、智慧機器人、無線充電陳賜賢作 其他 1

9789575816612 關鍵報告: 洞察臺灣資安市場趨勢與產業脈絡的第一本書胡自立作 其他 1

9789575816629 臺灣服務業EMS採用實況與全國HEMS認知度調查. 2014年張真瑜, 王怡臻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資策會產情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



9789575816650 臺灣製造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2-2013年楊玉奇作 其他 1

9789575816667 臺灣流通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2-2013年邱婉春作 其他 1

9789575816674 個資法商機探索: 剖析資安鑑識產業脈絡與趨勢胡自立作 其他 1

9789575816681 熱門前瞻技術, 終端設計篇. 2015年 網路通訊研究團隊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698 熱門前瞻技術, 創新應用篇. 2015年 網路通訊研究團隊, 行動通訊研究團隊, 郭家蓉作 其他 1

9789575816704 臺灣數位生活型態與消費趨勢報告. 2011-2012: 萬人大調查姜漢儀, 王秀芬, 戴群達作 其他 1

9789575816711 2012ICT產業白皮書. 下: 顯示/消費性電子/軟體服務詹文男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816728 2013ICT產業白皮書. 下: 顯示/消費性電子/軟體服務詹文男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816735 全球熱點: 靈貓六國(CIVETS)總體環境暨ICT市場發展分析. 上網路通訊研究團隊, 相元翰, 王秀芬作 其他 1

9789575816742 熱門前瞻技術, 五感體驗篇. 2015年 網路通訊研究團隊, 行動通訊研究團隊作 其他 1

9789575816759 ICT Country Reports Korea. 2013, 南韓篇 陳景松作 其他 1

9789575816766 ICT Country Reports Vietnam. 2013, 越南篇 戴鴻鈞, 資訊系統組作 其他 1

9789575816773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行動暨網路通訊. 2014張俐婷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780 ICT產業白皮書. 下: 顯示/消費性電子/軟體服務. 2014陳彥合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797 臺灣製造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3-2014年楊玉奇作 其他 1

9789575816803 臺灣流通業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3-2014年林巧珍作 其他 1

9789575816810 ICT Country Reports India. 2013, 印度篇 李芳菁作 其他 1

9789575816827 ICT Country Reports Taiwan. 2013, 臺灣篇 李芳菁作 其他 1

9789575816834 ICT Country Reports Japan. 2013, 日本篇 資訊系統組作 其他 1

9789575816841 ICT Country Reports Mainland China. 2013, 中國大陸篇戴鴻鈞, 資訊系統組作 其他 1

9789575816858 創新應用,洞察商機: 智慧家庭最新發展動態. 2013年網路通訊研究團隊, 資訊應用研究團隊, 數位媒體研究群作 其他 1

9789575816865 創新應用,洞察商機: 數位醫療最新發展動態. 2013年資訊應用研究團隊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872 創新應用,洞察商機: 雲端服務最新發展動態. 2013年資訊應用研究團隊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889 創新應用,洞察商機: 社群應用最新發展動態. 2013年數位媒體研究群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896 蘋果公司專利監控與專利佈局解析 陳賜賢作 其他 1

9789575816902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智慧型行動電話產業大勢洞察林柏齊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919 2015 Worldwide Supply Chain Analysis Notebook PC, Tablet, LCD TV and LCD TV Panel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26 An Assessment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China: Key Indicator Analysis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33 Brand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Home Appliance Markets. 1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40 Brand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Home Appliance Markets. 2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57 Brand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Home Appliance Markets. 3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64 Robots in Industries: Patent Analysi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71 臺灣數位生活型態與消費趨勢報告. 2013-2014: 萬人大調查姜漢儀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6988 Brand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3C Markets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9789575816995 臺灣網友數位應用消費需求報告. 2012 數位媒體研究群作 其他 1

9789575817039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行動暨網路通訊. 2013資策會作 其他 1

9789575817046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行動暨網路通訊. 2012資策會作 其他 1

9789575817053 全球熱點: 靈貓六國(CIVETS)總體環境暨ICT市場發展分析. 下網路通訊研究團隊等作 其他 1

9789575817060 Global ICT Industry and Market Report: 2013 EditionMIC Research Team[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848 有禮真好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583 正信錄 (清)羅兩峯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675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倓虛老法師主講; 釋誠祥敬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963675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 倓虛老法師主講; 釋誠祥敬錄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963682 莫毀如來正法輪 三力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699 大方廣佛華嚴經簡說(含八十四十華嚴) 孫劍鋒居士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05 佛學概論 黃懺華居士編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聖嚴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26 臺北電影節. 2016第十八屆: 節目特刊 臺北電影節統籌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668 蜷川實花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62699 毅象無邊: 李柏毅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2699 毅象無邊: 李柏毅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9405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5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405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5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405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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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2583 臺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5 吳達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652583 臺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5 吳達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652590 臺灣藝術村聯盟年會. 2016: 藝術行動: 節慶與地方振興吳達坤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836 天籟心曲: 與神相連的心 劉秀慧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救世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北市文化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086 道路、真理、生命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7193 非聽不可: 國中會考英語聽力篇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7209 非讀不可: 國中會考英語閱讀篇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811 華嚴經講錄. 五, 菩薩問明品、淨行品、賢首品 賢度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902 現觀莊嚴論; 入中論 彌勒菩薩, 月稱論師造; 法尊法師由藏譯漢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919 皈依法會暨圓根燈會前行緣念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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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06210 臺灣景觀樹木介紹. 1, 觀花喬木篇 陳坤燦作.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572806227 臺灣景觀樹木介紹. 2, 觀果喬木篇 陳坤燦作.攝影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保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蒙惠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嚴蓮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072 真人所居: 大龍峒保安宮 廖武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5965 I love Flomo 唐雅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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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397507 樸野僧無上志: 新竹靈隱寺無上和尚圓寂五十週年紀念釋見豪, 釋自衎採訪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5723 炙熱靈魂. 2016: 美術名家聯展作品專輯 勤嬉創意整合有限公司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911 阿墨的故事屋 盧方方文; 陳狐狸圖 初版 精裝 3

9789868965928 寵物離家記 盧方方文; 蔡美保圖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05 臺灣民主之反思與前瞻 江大樹等編著; 王業立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光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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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市富樂夢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439 Little crane in Jin Shan-Jin Shan is a heaven for birds,and it's cozy for a crane!Ming-Yuan Chiu, Meo-Fen Hu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423 看見兒少(CHILDREN): 家扶基金會兒少福利服務年刊. VOL.5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83430 兒童虐待與疏忽: 依附、發展及處遇 霍.大衛(David Howe)作; 梁育慈翻譯 平裝 2

9789869083447 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 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報告. 2015年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307 外匯業務個案解析: 進出口外匯實務Q&A 陳賢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369 我國金融業營運趨勢展望問卷調查. 2016 臺灣金融研訓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390 選對科系就是未來最搶手的金融CEO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505 公益信託的運用與發展 潘秀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543 信託法規與稅制. 2016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平裝 1

9789863990567 信託原理與實務. 2016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平裝 1

9789863990604 信託業務總整理. 2016年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平裝 1

9789863990673 折冲千里悠見南山: 金融老兵的諍話 陳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727 FRM P art Ⅰ 評價與風險模型: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734 CFA Level Ⅰ 經濟學: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扶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403 媽祖: 物質文化研討會: 媽祖文化中的歷史物件、保存與再現林正珍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354 使徒行傳 William H. Willimon著: 胡宏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361 驚嘆的旅程 鄭夙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802 兒童權利公約 王舒芸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8988 財經論壇成果專輯. 第20輯 李俊杉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6142 忙碌族如何吃 決定你的抗癌力 蕭寧馨, 楊淑惠, 賴怡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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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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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癌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臺中樂成宮



9789868584990 曷不決心大勇為: 蔣渭水文論研究 蕭欣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613 鄭豐喜兒童藝術獎. 第一屆2016 葉彥廷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018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作品集. 2016 余昇叡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904 緣心自在: 佛藝.佛意 郭麗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500 如是我聞: 謝振宗詩集 謝振宗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765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口說一本通 杜哲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15789 贏在班級管理 J Roth作; 張馨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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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豐喜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035 慾.戀 宸心作 平裝 1

9789869341080 深海茉莉 吉卜勒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700 百道素食DIY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386 社彩繽紛: 李素貞 [李素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366 Passport2.0 essential reading skills book Guy Redmer, Hi Language Learning editorial board[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68373 Passport2.0 essential reading skills book Guy Redmer, Hi Language Learning editorial board[作]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101 Keiji IZUMI in wonderland Keiji IZUMI[作] 精裝 1

9789869358118 貓語錄: 徐瑞作品集2010-2016 徐瑞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興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哥德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學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悅閱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晉德道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1757 圖解經濟學原理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作; 賈開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410 阿德勒教育心理學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作; 劉麗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427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 羅文興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434 被誤解的世界歷史 羅文興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458 圖解:一次完全讀懂佛經 慧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465 泰戈爾的詩 羅賓德拉納德.泰戈爾作; 徐翰林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920472 巴菲特給散戶的9個忠告 郭硯靈, 潘方勇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496 紀伯倫的詩 卡里.紀伯倫作; 徐翰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502 一本書讀懂日本歷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519 我就是教你玩陰的 章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526 大學生一定要做的100件事 真敬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533 1949,國民黨輸給共產黨的100個原因 羅松濤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7604 必學!好設計的造型元素: 美國視覺設計學校,這樣教!不只學造型元素的黃金定律,要破解創意犯規蒂莫西.薩馬拉(Timothy Samara)著; 韋麗華, 何清新, 馮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628 77種怦然心動的麵包吃法 德永久美子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635 正在學!實戰20年的日本設計管理學 田子學, 田子裕子, 橋口寬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642 這不是你想的希臘神話 陳喜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659 30年心血,品牌之父艾克終於說出的品牌王道: 微軟、可口可樂、麥當勞、三星、P&G,全球行銷長都在讀的20終極法則大衛.艾克(David A. Aak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666 時尚大師的手繪時尚 弗蕾德莉克.莫利(Frederique Mory)著; 吳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673 主廚帶路,用美味環島!: 走進田間食堂!20場食旅+34道食譜,吃一頓剛摘採、初捕獲的鄉間好滋味張秋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7680 襲園.和美術館一起過生活: 把工作、吃飯、四季、職人與藝術,都裝進清水模建築裡李靜敏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5657697 日本動漫王牌製作人教你,專想!會賣的點子: 引爆阿宅魂、粉絲商機的故事企劃行銷力!27年獨門功夫,教你創意不斷貨,想法變商機,老梗成新作的點子力梶淳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原點

送存冊數共計：2

海鴿文化



9789865657703 畫建築: 給愛蓋房子的人,畫一遍,你就懂了什麼是建築設計!Steve Bowkett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10 工業風,第一次就上手: LOFT風格元素大集合,終於搞懂金屬、混凝土、磚與玻璃怎麼玩!更學會國際know-how及法式獨門創意婕內薇.湯瑪斯(Genevieve Thoma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27 人人都會畫,一畫就解悶,英國超人氣原子筆彩繪教室沙拉.史奇特(Sarah Skeat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34 老房子,活起來!: 舊宿舍、街屋、小公寓、日式平房、老市場,專家職人的老肉新皮改造之道張素雯, 李昭融, 李佳芳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5657741 用理念賺獲利,用設計贏人心的新創業之道 艾瑞克.萊恩(Eric Ryan), 亞當.勞瑞(Adam Lowry), 盧卡斯.康利(Lucas Conley)作; 譚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58 跟最厲害的現代藝術家學畫畫 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65 揮別作戰人生,回到你愛的生活!: 活著,是為了感受幸福!全球3大心靈導師的經典轉化之作,給你70萬人見證的改變力!羅伯特.貝茨(Robert Betz)著; 劉佳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72 烏托邦之旅 普西沃.古德曼(Percival Goodman)著; 王秋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89 好故事!先抓住人物內心戲: 劇本、改編、續集以及翻拍 什麼樣的故事,人們願意掏錢?山迪.法蘭克(Sandy Frank)著; 李志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796 清水混凝土住宅的100種表情: 色彩、紋路變化、圖騰、家具家飾,用清水混凝土裝修你的家伊莎貝爾.邦泰(Isabelle Bonte)作; 陳雯珺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57802 想設計: 保羅‧蘭德的永恆設計準則 保羅.蘭德(Paul Rand)作; 施昀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819 草地上的畫畫趴,這樣畫,有意思! 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826 扭轉人生的精油鍊條香指南: 扭轉人生的精油配戴法!化解120種人際、工作情緒困擾,用香氣打通好運氣許怡蘭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57833 迷人經典!生活紙物設計圖鑑 仁平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840 最悲傷的一年,閱讀療癒了我: 用淚水讀懂的生死智慧,一段真人實事的神奇療傷之旅妮娜.桑科維奇(Nina Sankovitch)著; 蘇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871 街頭藝術浪潮 許雯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7925 日本.愛的魔幻旅行: 限定的溫泉、溫暖人情與鄉土料理張維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32 No.1民宿網Airbnb,帶你住進全世界的家 詹育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49 東京模樣: 東京潛規則,那些生活裡微小卻重要的事......張維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56 精油鍊!你的情緒香氣護身符 許怡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63 街頭藝術浪潮 許雯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70 芳療天后GINA用精油解決家的煩惱: 精油界的全能居家改造王,去不掉的病氣、吵不完的衝突、求助無門的人生問題,全部搞定!許怡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87 襲園.和美術館一起過生活: 把工作、吃飯、四季、職人與藝術,都裝進清水模建築裡李靜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57994 時光封塵.哈瓦那 王文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508 東京.半日慢行 張維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515 跟著Soupy做一日英國人,在TWININGS遇見最迷人的下午茶時光Soup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522 人如建築,當代建築的性格 簡照玲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925 明代前期<>學的詩學詮釋 丁威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582 操縱生命的神奇力量 菲非想作 平裝 1

9789869230599 小心,要命的心腦血管病 李婉怡作 平裝 1

9789869282208 抗癌、防癌: 有效預防、戰勝臺灣十大癌症 朱子瑜著 平裝 1

9789869282215 婚戀經濟學 邢俊逸著 平裝 1

9789869282222 原來,我還可以這樣過生活 胡悅著 平裝 1

9789869282246 哈佛最終極的一堂課: 讓全世界都幫你 凱文劉著 平裝 1

9789869282253 蹲一蹲,健康、長壽、除病痛 陳文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783 大家來學西班牙語 朱慧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790 日常華語動詞 馮羿連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296 純露芳療全書: 涵養植物靈魂的能量之水,療癒身心的生命之泉綠蒂亞.波松(Lydia Bosson)著; 肯園芳療師團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425 手寫英文書法聖經 Julien Chazal著; Deny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470 創業投資聖經: Startup募資、天使投資人、投資契約、談判策略全方位教戰法則布萊德.費爾德(Brad Feld), 傑生.孟德森(Jason Mendelson)著; 陳弘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讀名品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統一

送存冊數共計：36

島讀文化學社



9789863841487 蒙特梭利精華全解讀: 20世紀最偉大教育聖經,義大利原著精選＆當代專家導讀,最適合華人父母的蒙氏教育實踐版李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517 祕密花園: 電影原著、少女成長小說經典共讀 法蘭西絲.霍奇森.伯內特作; 聞翊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548 孩子的問題都該認真回答!家庭必備的科學小百科(食衣住行育樂)卡洛琳.昆策(Karolin Kuntzel)作; 張淑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555 教出好女兒: 培養快樂、優秀、氣質女孩的教養經典(適合0-18歲)雲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562 拚的是現在,比的是將來: 人生要有3次重要跳槽!45個優勢法則讓你成為職場搶手的「頂尖人才」老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579 因為愛,陪妳做公主: 寵愛不寵壞,中西父母聰明教出自信、優雅、貼心的好女兒夏克立, 黃嘉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593 羅生門: 獨家收錄芥川龍之介(文學特輯)及 芥川龍之介著; 黃瀞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609 一代商王. 卷9, 善賈莫忘留情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16 一代商王. 卷10, 富貴不問恩怨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61 卡爾威特精華全解讀: 哈佛天才教育經典,19世紀德國原著精選&21世紀專家導讀,最適合華人父母的潛能開發實踐書李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43 零碎關係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第十五屆畢業班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74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暨環境設計研究所系所專刊張郁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3778 超簡單手繪旅遊日語 橋本友紀, 池畑裕介作; 蔡承啟譯 增修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492 每天黃金1小時新多益特訓100題: Half Test 10回1000題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著; 蔡裴驊, 彭尊聖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508 20天新多益搶分攻略: 聽力題型破解技巧 PLANT語學研究所著; 馬瑄蔚, 王傳明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515 信天翁號上的獵鷹 Scott Lauder, Walter McGregor作; 蔡裴驊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空設系暨環設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



9789863184522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1 Zachary Fillingham, Michelle Witte著; 林靜慧, 房依潔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4546 金選新多益單字1200 Curtis M. Revis-Seubert , Michelle Witte, Jennifer Chen著; 陳怡靜, 王婷葦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553 品味莎士比亞英文名作選(合訂本) E. Nesbit著; 李璞良譯 初版三刷 其他 1

9789863184560 用聽的背日檢N2單字3700 齊藤剛編輯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577 關鍵英單7000字. Book 2, 2201-4400 Judy Majewski, 葉立萱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4584 聚焦英語演說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621 挑戰新多益聽力滿分. 2: 模擬試題2000題(聽力閱讀合輯)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著; Gina Wang, 林育珊, 蔡裴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645 邂逅希臘神話: 英文讀本 James Baldwin著; 羅慕謙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652 Essential tnglish for tourism and restaurants. Book1 陳嬿郁, Frank Levin, Peg Tinsl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669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2: 羅密歐與茱麗葉 William Shakespeare, Tom Gorman作; 蘇瑞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676 20天新多益搶分攻略: 閱讀題型破解技巧 PLANT語學研究所著; 關亭薇, 王傳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4683 用聽的背日檢N4N5單字2300 齊藤剛編輯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690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哈姆雷特 William Shakespeare, Tom Gorman作; Gina Wang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706 Everyday Office English Michelle Witt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713 Timeless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William Shakespeare, Tom Gorman[作] 其他 1

9789863184720 Timeless shakespeare: Hamlet William Shakespeare, Tom Gorman[作] 其他 1

9789863184737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2 Michelle Witte作; 林靜慧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744 彩圖初級英文文法Let's See! Alex Rath著; 謝右, 丁宥榆譯 三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3184751 彩圖中級英文文法Let's See! Alex Rath著; 羅竹君, 丁宥榆譯 三版三刷 平裝 1

9789863184768 練英單!英單7000字邊背邊練習. Book2, 2201-4400Judy Majewski, 葉立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782 求職就業日本語: 一日跟讀10分鐘會話 公益社團法人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著; Latex International Co., Ltd譯其他 1

9789863184799 English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創作與發表 蘇姿文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805 用聽的背日檢N1單字6200 齊藤剛編輯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829 Workplace English Lucy Becker, Carol Fra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843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3 Zachary Fillingham, Owain Mckimm著; 林育珊, 邱佳皇, 黃詩韻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867 Show出職場好英文 Michelle Witte作; 謝雅婷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874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凱薩大帝 William Shakespeare, Brady Timoney作; 蘇瑞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881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4: 馬克白 William Shakespeare, Brady Timoney作: 蘇瑞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898 Get Ready!商務英語溝通力 Michelle Witte作; 李璞良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4904 Julius Caesar: Timeless Shakespeare. 3 William Shakespeare, Brady Timoney[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11 Macbeth: Timeless Shakespeare. 4 William Shakespeare, Brady Timoney[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28 孤星血淚 Charles Dickens原著; Jennifer Gascoigne改寫; 林育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35 科學怪人 Mary Shelley原著; David A. Hill改寫; 盧相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42 樂學情境日語: 日文語彙力UP! 木下謙朗, 三橋麻子, 丸山真貴子著; 胡玉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66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暴風雨 William Shakespeare, Brady Timoney作: 李為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73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仲夏夜之夢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蘇瑞琴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4980 Business Writing: Skills,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with Answer KeyMichelle Whitte著 三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3184997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5: 李爾王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蘇瑞琴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000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7: 威尼斯商人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蔡裴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031 King Lear: Timeless Shakespeare. 5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其他 1

9789863185048 The Tempest: Timeless Shakespeare. 6 William Shakespeare, Brady Timoney[作] 其他 1

9789863185055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imeless Shakespeare. 7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其他 1

9789863185062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Timeless Shakespeare. 9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其他 1

9789863185086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8: 奧賽羅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蘇瑞琴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093 Othello: Timeless Shakespeare. 8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其他 1

9789863185123 永恆的莎士比亞改寫劇本. 10: 第十二夜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蘇瑞琴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130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 Grade 1 Michael A. Putlack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5147 幸福的哈啾 徐啟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85154 Twelfth Night: Timeless Shakespeare. 10 William Shakespeare, Emily Hutchinson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9907 濟佛禪心: 妙法出世間 曾華璧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淡水行天武聖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418 大道宇宙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425 虛空無極大道真佛心經寶典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397 GIS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2016 方耀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10 築步引向Architecture Muse 逢甲大學建築系53屆系學會文書部作者群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359 Feng chia. 2015 逢甲大學建築系104級畢業班作 平裝 1

9789865843403 從「缺」開始: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105級畢業設計作品集逢甲大學建築學系105級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444 邊緣化或是整合: 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 顧長永, 蕭文軒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山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逢甲地理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建築系53屆系學會

崇心雜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223 尊者教你讀通金剛經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 呂家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629 上師之師: 歷代大寶法王噶瑪巴的轉世傳奇 勉東倉巴仁波切, 八蚌欽哲仁波切, 堪千創古仁波切原著;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比丘尼洛卓拉嫫藏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1636 妙法抄經本. 二 : 普賢行願品偈言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91643 鍛鍊智慧身: 藏傳瑜珈運動的修持 蘿絲泰勒金洲(Rose Taylor Goldfield)作; 爾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650 「自心伏藏」: 明就仁波切365個觀心口訣 詠給明就仁波切著; 了覺法師, 了塵法師選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667 行腳: 明就仁波切努日返鄉紀實 黃靖雅文字; 殷裕翔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155 無畏獅子吼 紐修.堪仁波切(Nyoshul Khenpo Jamyang Dorje)作; 大衛柯立斯頓森(David Christensen)英譯; 妙琳法師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3490 手術劇場: 470幀重現19世紀外科革命及器械的醫療繪畫理查.巴奈特(Richard Barnett)著; 黎湛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3605 另一種影像敘事: 一個可能的攝影理論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尚.摩爾(Jean Mohr)著; 張世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29 大師教你畫一個好故事!; 10大故事祕笈X200張清楚圖例X10道DIY練功習題布萊恩.麥克拉克漢(Brian McLachlan)著; 陳怡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36 為了遇見40歲更好的自己 嶋津良智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43 宮前町九十番地 張超英口述; 陳柔縉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50 論幸福 阿蘭(Alain)著; 潘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67 黑心居酒屋 秋川滝美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74 反詮釋: 桑塔格論文集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作; 黃茗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681 凱因斯對戰海耶克: 決定現代經濟學樣貌的世紀衝突尼可拉斯.瓦普夏(Nicholas Wapshott)著; 葉品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698 春花忘錄 夏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04 篡改的命 東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11 論嘗試文 黃錦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28 愛上!立方體甜點與麵包 荻田尚子著; 吳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35 維多利亞女王 琴.普雷迪(Jean Plaidy)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42 40個機會: 飢餓世界的曙光 霍華.G.巴菲特(Howard G. Buffett), 霍華.W.巴菲特(Howard W. Buffett)著; 葉品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80 閣樓裡的小花. 3: 花中荊棘 V.C.安德魯絲(V. C. Andrews)著; 簡秀如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麥田



9789863443797 什麼都沒有發生 陳冠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03 BL進化論: 男子愛可以改變世界!日本首席BL專家的社會觀察與歷史研究溝口彰子著; 中村明日美子繪;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5639 現代生活的畫家: 波特萊爾文集 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著;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27 法式香甜.裸蛋糕: 甜點私廚的50款淋一點、抹一下,樸實美感、天然好食的蛋糕新主張陳孝怡作; 李沂珈, 殷正寰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41 男孩路 凌性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516 耶穌不是你想的那樣 傑弗森.貝斯齊(Jefferson Bethke)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523 超越力: 好萊塢媒體大師的25條成功方程式 菲爾.庫克(Phil Cooke)著; 王淑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1865 交大建築. 2016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作 平裝 1

9789866301926 歸零與重生: 石岡婦女921災後生命歷程 劉宏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26 歸零與重生: 石岡婦女921災後生命歷程 劉宏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33 由淺入深: 樂高NXT機器人與生醫應用實作 林沛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33 由淺入深: 樂高NXT機器人與生醫應用實作 林沛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40 女傑: 女子運動員紀實 郭穎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40 女傑: 女子運動員紀實 郭穎慈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57 克比睡不著: 與海洋動物的奇幻冒險 張玉佩, 李怡安, 侯怡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1957 克比睡不著: 與海洋動物的奇幻冒險 張玉佩, 李怡安, 侯怡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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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本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9789866474699 鳥嘴人 巴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705 聽你剪裁星空: 傷痕與美好都構成了人生,同光教會20年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712 男大當婚 韓道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537 從困境中奮起: 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 呂正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6544 有故事的人: 張永山院士回憶錄 蔣榮玉採訪撰稿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16551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 第二冊 西田幾多郎著; 黃文宏譯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10645 探訪北京: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北京教育旅行成果報告書. 2015李明瑽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1688 康德哲學在東亞 李明輝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695 古希臘正義觀: 荷馬至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價值及政治理想徐學庸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701 早田文藏: 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 吳永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725 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 互動、轉化與融合黃俊傑著 修訂一版 精裝 2

9789863501732 槐聚心史: 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汪榮祖著 修訂一版 精裝 2

9789863501749 老子四種 (魏)王弼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756 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報告. 2015 Poul Holm, Arne Jarrick, Dominic Scott著; 王又仕, 陳櫻珊, 李宜珍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763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 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文化の伝播.交流: メディアを中心に梁蘊嫻編 精裝 2

9789863501770 歷代短篇小說選 陳萬益等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一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清大出版社



9789863501787 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 hermeneutic study of the seven epitomesLee Hur-Li[著] 平裝 2

9789863501794 前線島嶼: 冷戰下的金門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 黃煜文, 陳湘陽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800 文體序說三種 (明)吳訥, (明)徐師曾, (明)陳懋仁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817 周易二種 (魏)王弼, (晉)韓康伯, (宋)朱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824 參於天地之治: 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佐藤將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862 Experiments in General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作2nd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224 政道與治道: 儒家的政治觀 丁為祥等作; 潘朝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224 政道與治道: 儒家的政治觀 丁為祥等作; 潘朝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248 實用中文讀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24248 實用中文讀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24255 實用中文讀寫: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4255 實用中文讀寫: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4262 實用中文讀寫: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4262 實用中文讀寫: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4279 實用中文讀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24279 實用中文讀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24286 實用中文讀寫: 學生作業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4286 實用中文讀寫: 學生作業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4293 實用中文讀寫: 學生作業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4293 實用中文讀寫: 學生作業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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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0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淡大



9789865608286 新北市市定古蹟「深坑黃氏興順居」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周宗賢計畫主持; 袁明道共同主持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8286 新北市市定古蹟「深坑黃氏興順居」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周宗賢計畫主持; 袁明道共同主持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8408 臺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第十二屆曹銳勤, 時序時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5608415 臺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曹銳勤, 時序時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163 數位學習學術研討會學習科技新趨勢論文集. 2016沈俊毅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200 憶與軼: 淡江歷史學系創系五十週年紀念口述歷史李其霖主編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841 只想好好結個婚 東小雪, 增原裕子著; すぎやまえみこ畫; 呂丹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896 我得了失智症!: 六十二歲記者現身分享,教你如何改善早期失智山本朋史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04 眾神的遊樂園 宮下奈都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11 認識亞斯伯格症,開啟社交智能的經典套書 東尼.艾伍德, 史提芬.葛斯丁, 瑞雪兒.雪利著; 何善欣, 林嘉倫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51935 彩繪鳥花園: 打造繽紛生動的森林鳥烏托邦 黛西.弗萊徹(Daisy Fletcher)著/繪; 郭品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536 職場英文看過來: 健行職場實用英文 吳黎明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淡大教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歷史系



9789866212536 職場英文看過來: 健行職場實用英文 吳黎明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726 圖像溝通心視界 汪士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795 離去?留下?: 重新協商家庭關係 羅伯特.艾默里(Robert E. Emery)著; 常以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18 信任,決定幸福的深度 約翰.高特曼(John Gottman), 娜恩.希爾維(Nan Silver)合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25 解決關係焦慮: 家庭系統理論的理想關係藍圖 羅貝塔.吉爾伯特(Roberta M. Gilbert)著; 江文賢, 田育慈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512 琳園: 欽欽家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孔志明等編著; 欽欽家族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04705 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從大眾到分眾: 數位環境下的國防政策行銷江珮珊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800 有關禁忌的44個話題 逯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00 有關禁忌的44個話題 逯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17 有關吉祥話.畫的23個由來 高君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17 有關吉祥話.畫的23個由來 高君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24 把妳留在世界上 林玫妮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彩色鹿文創設計工作坊



9789865862831 中國漢字的智慧 逯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48 中國節氣的文化 胡文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900 課程與教學研究 陳國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917 教學知識的內涵與發展 陳國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501 Entity Framework實務精要 康廷數位主筆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4163 散播愛與勇氣的可麗餅: 觸動你我62個故事 趙鍵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65 好主管,要壞到骨子裡 史提夫.查坦, 雷瓊.查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748 接接在日本. 4: 大王駕到! 接接圖. 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786 細菌: 我們的共同生命體 哈諾.夏里休斯(Hanno Charisius), 里夏爾德.費里柏(Richard Friebe)著; 許嫚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09 在生命最深處遇見哲學 史考特.薩繆森(Scott Samuelson)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847 自由的革命 布蘭登.博查德(Brendon Burchard)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08 你的身體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90天挑戰計畫 馬克.羅倫(Mark Lauren)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46 一生如寄 羅伯特.謝塔勒(Robert Seethaler)著; 黃意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91 年業績八億日圓的導遊教你擄獲人心的奧秘 平田進也著;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064 沒經驗,是你最大的優勢 蔣雅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611 為什麼麵條讓人變笨? 烏里西.史特倫茲(Dr. med. Ulrich Strunz)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教育家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廷數位



9789869295673 量子轉念的效應: 逆轉生命印記,重返覺醒人生 陳嘉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680 貪婪遊戲: 隱藏在大富翁背後的壟斷、陰謀、謊言與真相瑪莉.皮隆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697 熱情讓我擁有全世界: 歐洲上學大不同,交換學生教會我的事國際愛優生文化交流協會臺灣分會(AYUASA)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04 在那些燦爛的時光裡,我最喜歡你 Sunr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11 若夏 麻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197 老眼預防術: 90%的老花眼都可自力治癒 日比野佐和子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07 圖解神社入門 櫻井治男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13 所謂的你愛我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199 失敗的力量 :google、皮克斯、F1車隊從失敗中淬煉出的成功祕密馬修.席德(Matthew Syed)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205 木偶奇遇記(全譯本) 卡洛.柯洛蒂(Carol Della Chiesa)著; 林艾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465 所羅門王的寶藏 亨利.萊德.海格德(H. Rider Haggard)著; 余佳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496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2, 一百種相愛的方式 水ㄤ水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40 疲勞不過夜: 身兼三職名醫教你如何從疲勞谷底快速回復的V字復原法!裴英洙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64 親愛的力克,謝謝你來當我們的孩子 包瑞斯.胡哲(Boris Vujicic)著; 葉咨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64 親愛的力克,謝謝你來當我們的孩子 包瑞斯.胡哲(Boris Vujicic)著; 葉咨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71 一個人的奧林醫克運動會 伊利亞.托亞諾(Ilija Trojanow)著; 姬健梅,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95 詩經 朱熹集解; 洪子良註釋; 陳名珉白話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0618 妖獸森林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625 鬼鋼琴 R.L.史坦恩(R.L.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632 禮堂的幽靈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孫梅君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656 恐懼密碼: 為什麼我們總是怕黑、怕鬼、怕獨處?瑪姬.克爾(Margee Kerr)著; 蕭美惠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670 穿越一條柏油路到古都古 戴裕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687 品牌.城市: 從風格生活再造城市DNA 黃金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694 看見臺灣最美的風景: 臺灣人情味的在地物語 黃明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00 窮查理的投資哲學與選股金律 崔恩.葛瑞芬(Tren Griffin)著; 林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24 野良貓喵吉來了! 喵吉小組編; 曾亞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31 最狂野的夢: 從<>到<>,跨越兩千年的迷幻異域 理查.羅吉利(Richard Rudgley)著; 張雅涵, 楊惠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62 讓人生的終點歸零 島田裕巳著; 嚴敏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79 別用你知道的方式管員工: Netflix、Amazon、麥肯錫讓年營收倍增、生產力飆升的顛覆性管理大衛.博柯斯(David Burkus)著; 范堯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786 勇氣絲帶 卡翠娜.戴維斯(Catrina Davies)著; 尤可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809 失落的傳說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柯清心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816 幽靈狗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莫莉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823 深海奇遇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陳昭如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830 我的朋友是隱形人 R. L. 史坦恩(R. L. Stine)著; 愛陵譯 2版 平裝 1

9789864770847 你以為你的選擇真的是你的選擇?: 關於自由意志的哲學思考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著; 黃煜文譯 平裝 1

9789864770854 Take A Break 30分鐘高效能: 韌性 烏利.西格瑞斯(Ulrich Siegrist), 馬丁.路特彥(Martin Luitjens)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861 新刊廣解四書讀本 蔣伯潛作; 朱熹章句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0878 圖解字型思考: 寫給設計師、寫作者、編輯、以及學生們的重要指南艾琳.路佩登(Ellen Lupton)著; 林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885 啟動自癒力,和腰痠背痛說拜拜: 德國人手一本的背部保健聖經馬丁.馬力安諾維奇(Martin Marianowicz)著; 史碩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892 從零開始的1頁企劃書 藤木俊明監修;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08 漫漫歸途 薩魯.布萊爾利(Saroo Brierley)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15 安心去愛: 心理學家的心靈處方,讓你鬆開糾結,安心去愛趙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22 親子一起FUN科學: 46個刺激五感、鍜鍊思考、發揮創意的科學遊戲許兆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39 愛上平底鞋: 甩開高跟,48種完美時尙的平底穿搭!漢娜.羅歇爾(Hannah Rochell)著; 曾志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46 二小時的幸福:散播愛與勇氣的可麗餅 趙鍵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70977 一本搞定K書、考試、時間管理的學習聖經 朗恩.費瑞(Ron Fry)著; 麥慧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84 柔軟的勇氣: 當世界企圖淹沒你時,如何堅守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信念卡特琳.宗斯特(Kathrin Sohst)著; 王榮輝, 鄭秀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91 在你眼裡我看見的永遠 Sunr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04 私.京都100選 徐銘志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11 酒的科學: 從發酵、蒸餾、熟陳至品酩的醉人之旅亞當.羅傑斯(Adam Rogers)著; 丁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35 魔幻年代 班.歐克里(Ben Okri)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59 虛擬實境狂潮: 從購物、教育到醫療,VR/AR商機即將顛覆未來十大產業!曹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66 引爆會員經濟!: 打造成長駭客的關鍵核心,Netflix、Amazon和Adobe最重要的獲利祕密蘿比.凱爾曼.巴克斯特(Robbie Kellman Baxter)著; 陳琇玲, 吳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73 齊克果日記 索倫.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著; 吳書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03 別讓績效管理毀了你的團隊 譚拉.錢德勒(M. Tamra Chandler)著; 李立心, 吳慕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10 在沙發上的經濟學: 看佛洛伊德與榮格如何診斷經濟學的惡疾湯瑪斯.塞拉徹克(Tomas Sedlacek), 奧利佛.唐澤(Oliver Tanzer)著; 黃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27 藝術的孤獨 奧莉維亞.萊恩(Olivia Laing)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34 軟體打造科技大未來: 程式設計是下一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徐宏義, 羅曼如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41 未來最好的學校: 新世代全才教育與創業訓練 徐宏義, 羅曼如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58 超強未來父母手冊: 你不能不知道的11個教養觀念與作法徐宏義, 羅曼如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72 不生病的溫開水奇效排毒法: 源自印度古醫學,瘦身.淨化.改善體質.一舉提昇代謝和消化力的養生術!蓮村誠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89 再長也長不過等待 耀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96 談話聖經 費德曼.舒茲.馮.圖恩(Friedmann Schulz von Thun)著; 江雯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02 古文觀止. 續編 文心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19 關鍵「四句」!日本熱銷 250萬冊溝通大師的精準表達術樋口裕一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33 Take A Break 30分鐘高效能: 意志力 漢斯葛奧格.威爾曼(Hans-Georg Willmann)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40 Take A Break 30分鐘高效能: 自我肯定 漢斯葛奧格.威爾曼(Hans-Georg Willmann)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57 騙局: 為什麼聰明人容易上當? 瑪莉亞.柯妮可娃(Maria Konnikova)著; 洪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64 古文觀止 文心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1271 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 4, 如何在訴訟中說服法官張冀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88 阿爾瑪與日本情人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著; 張雯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01 無所不在的演化: 如何以廣義的演化論建立真正科學的世界觀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著;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18 為什麼Google不夠用? 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著; 林奕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63 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 走進帝國的知識寶庫,一探近代植物學的縮影凱西.威里斯(Kathe Willis), 卡洛琳.弗萊(Carolyn Fry)著; 鄭景文, 郭雅莉, 蔡佳澄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507 展開圖: 歐陽彥興作品集 歐陽彥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7390 十三五規劃躍商機: 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 2016年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5

悠泥造型藝術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794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299794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79601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5冊 2

9789869379618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6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7911 營養學 邱麗玲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928 餐飲管理. I 黃經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935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7942 經典對比Crash!Boom!Bang! 100-103級美容保健科全體同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959 氣球造型 玩創意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966 親職教育 武塎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7973 新護理突破. 11, 護理行政 石惠美, 邱綉玲, 李秀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7980 客家美食 廖成文, 程建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1434 食癒: 樸門綠生活動手作好食 亞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65 為了華格納.行走半個地球 蘇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02 濟陽式癌症飲食法 濟陽高穗作;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571 無人機起飛: 從軍事任務到民用空拍,無人機的未來與創新應用保羅.蓋耳蒙培茲(Paul Guermonprez)著; 謝孟渝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9789864431595 無穀物飲食法: 30天擺脫過敏與慢性疼痛的根源彼得.奧斯朋(Peter Osborne)著; 王耀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01 聰明說話術 吉岡友治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32 發現教堂的藝術 理查.泰勒著;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338 物聯網教戰守則 小林啟倫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49 多肉控!不藏私的多肉組盆技巧 劉倉印, 吳孟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56 New TOEIC新多益單字圖像記憶法 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63 啄木鳥檢查法: 神奇的神經病灶檢查 蔡東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70 貓戰士部族誕生5部曲. I. 太陽之路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00 圖解臺灣鐵道世紀 李欽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17 設計師的美學流浪 楊天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31 這裡有貓,歡迎光臨: 老外帶路,探訪62間貓店長私藏地圖!Susan著 初 平裝 1

9789864431755 尋訪月亮的腳印 楊南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1762 一分鐘經理 肯.布蘭查(Kenneth Blanchard), 史賓賽.強森(Spencer Johnson)作; 李毓昭譯二版2刷 精裝 1

9789864431779 汪星人,想什麼?: 了解狗狗心情的67個祕訣 佐藤惠里奈著;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09 紙是摺到了 李珮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42 哈瑪星臺灣鐵道館: 臺灣百年鐵道縮影 謝明勳, 童振疆, 古庭維等撰文 初版 平裝 2

9789864432042 哈瑪星臺灣鐵道館: 臺灣百年鐵道縮影 謝明勳, 童振疆, 古庭維等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309 意象之旅-書與畫的對話: 王惠汶書法創作集 王惠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179 Business beyond-level. 2 Shih-hsiung Lai等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3

習研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025 100%滿分命中奇蹟: 7000英文單字!. 成功篇 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032 100%滿分命中奇蹟: 7000英文單字!. 終極篇 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056 史上最速衝刺!: 25天學會一生必用英文文法 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094 10分鐘吃喝動,給懶鬼的逆齡瘦身書!: 乾老瘦OUT,逆齡瘦IN!欒宜樺, 寧小舒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107 史上最速衝刺!: 2000句職場生存必備英文會話 朱傳枝, 夏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6114 100%滿分命中奇蹟: 7天全面征服新多益聽力對話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6121 我的第一本醬料地圖: 煮廚史丹利的57種自製安心醬料,3分鐘有「醬」就上菜!李建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138 老外都在用的210個英文慣用語:3大主題 X28種情境X1300句超實用常用會話張瑩安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6152 給孩子的轉骨增高黃金術: 轉骨醞釀期X黃金期X補強期,把握機會,逆轉人生!寧小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169 日本我來了: 自由行必學日語會話,一本通通搞定!費長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6176 不是權威不出書: 多益權威教你征服新多益文法500題(試題X解析)鄭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515 EMBA暨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2017 全國考訊企畫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539 雲林囝仔奮鬥記: 國策顧問譚量吉感恩的人生 譚量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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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康軒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商訊文化



9789861518930 我們班是聯合國 李光福作; 吳姿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947 博物館大冒險: 大英博物館、羅浮宮、國立故宮博物院方秋雅作; 吳子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954 動物比一比: 哪裡不一樣 陳怡璇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961 動物比一比: 原來不一樣 陳怡璇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978 數學小偵探. 3, 黑心老闆的詭計 施曉蘭, 楊嘉慧作; 劉俊良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8985 愛樂讀: 18位不朽的西方音樂家 黃健琪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519005 我們買了冷氣機 陳彥豪作; 陳裕仁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012 和小黑賽跑 趙筱蓓作; 嚴凱信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029 撿到一塊錢 謝鴻文作; 余首慧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036 訂做一個媽媽 李光福作; 葉祐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043 汪爾摩斯&喵森羅蘋 蕭逸清作; 小舞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095 華嚴小說新論 林黛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01 通玄經譯注 王光照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18 山海經譯注 楊帆, 邱效瑾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25 沖虛經譯注 高晨陽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32 南華經譯注 丁懷軫, 劉玉香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49 玉簪記 (明)高濂原著; 銀小駿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56 看錢奴 (元)鄭廷玉原著; 倪新生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63 救風塵 (元)關漢卿原著; 朱利華, 陳圓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70 錄影留聲名伶爭鋒: 戲曲物質載體研究 王安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187 <>北曲創作論與度曲論之研究 李惠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00 西方哲學史話 威爾.都蘭(Will Durant)原著; 楊蔭渭, 楊蔭鴻翻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國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499 精油經絡學. II, 五行養生法 李淳廉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4072 豪邸設計年鑑. 2016 陳思靜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2587 烏克麗麗二指法完美編奏 陳建廷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52600 I PLAY音樂手冊: MY SONGBOOK 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617 六弦百貨店指彈精選 盧家宏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952624 烏克麗麗指彈獨奏完整教程 劉宗立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631 經典電影主題曲30選 朱怡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52648 烏克麗麗大教本 龍映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655 Hit 101中文經典鋼琴百大首選 何真真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952662 六弦百貨店彈唱精選 潘尚文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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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3502 紅旗: 271奇跡 陸田三郎作; 柳曦嵐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健真國際

康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舍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849 動物國的流浪者 鄧紫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56 行動小廚房. 5: 小烤箱的超萬用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63 鎌倉、海街好日子: 「觀光以上、住人未滿」的湘南私我路徑Mil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70 鄉狼金桃 張天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87 愛情專線1999 密絲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4894 快樂至上,西班牙! 上田莉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05 瞬: 陳綺貞歌詞筆記 陳綺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12 吉他手的小動作 陳綺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29 星級教練Ryan出動,聰明健身帶你練出線條肌: 不貪心.不搶快!穩紮穩打8週健身計畫幫你全部規劃好!利國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36 貪玩美: 莫莉的享瘦塑身書 莫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43 臺北捌玖零 米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50 行動小廚房. 6: 小朋友的不挑食指南 香蕉哥哥,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67 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 李濠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74 給未來的創新經營者: 從蔦屋書店到佐藤可士和的六堂設計管理課川島蓉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77306 英雄為何氣短?: 肺與肺病 陳晉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0966 李華老師作文集 李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6240980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術科) 蕭弘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健康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200 桃李春風福安坑: 莉莉水果店65周年紀念 李文雄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816 傾聽: 觀音子民的心聲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823 永不屈服 達那.晉美桑布等作; 夏爾宗德丹, 崗拉嫫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823 永不屈服 達那.晉美桑布等作; 夏爾宗德丹, 崗拉嫫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898 日本名店主廚常備菜+醬料聖經 柴田書店作; 許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05 3個月x5步驟,餐飲店成功復活術 :從招牌標題、菜單設計、損平計算到行銷戰術全面攻略河野祐治作;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12 一飯+一菜=份量剛好,營養飽足的一人和食餐桌: 100道最好做、最省時、最不浪費食材的樂活日式料理富田唯介作; 林奕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12 一飯+一菜=份量剛好,營養飽足的一人和食餐桌: 100道最好做、最省時、最不浪費食材的樂活日式料理富田唯介作; 林奕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29 1三明治+1湯=一人份的幸福早、午餐提案 奧村香代作: 方嘉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36 臺灣醬油誌 風土與時間的美味指南: 釀造文化x傳統工法x職人精神x原料剖析x達人品鑑x料理應用,最完整的臺灣醬油全紀錄常常生活文創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877 50歲的健康叮嚀 蔡甫昌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23891 我家的阿媽: 失智照顧者手記 林靜靜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29 60歲的健康叮嚀 蔡甫昌策劃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常常生活文創

莉莉水果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6587 大謀志誠: 司馬懿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860 認識LQ學習智商: 開啟亮麗人生 莊淇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877 知識競爭力與核心能力 莊淇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884 學會活用知識: 閱讀重要: 閱讀後更重要 莊淇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891 如果新環境找不到位置,怎麼辦?談乾卦,說說李世民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07 如果步步高升但暗藏險惡,怎麼辦?談晉卦,說說李調元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14 如果時運低迷身處低谷,怎麼辦?談否卦,說說范蠡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21 如果鋒芒過露遭受嫉責,怎麼辦?談明夷卦,說說紀曉嵐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38 誇大與保留: 謊言世界的兩性關係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45 大宋名臣: 文天祥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52 自卑的改變與成長 高志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69 東漢光武帝: 劉秀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76 隋文帝: 楊堅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83 宋太祖: 趙匡胤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6990 元太祖: 成吉思汗的經營智慧 劉燦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003 SOP+: 感動客戶的無敵攻心指南 江緯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010 頂尖業務人性銷售技巧 常振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027 魅力Plus公眾演說技巧 常振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034 成就自我的夢想教練 常振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041 笑裡藏道睞一下 胡國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058 逆 王志揚述著; 宋芳綺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7065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李清照與現代女性的美麗與哀愁周清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陸陸參陸創意

送存冊數共計：3

清涼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016 我愛恐龍 紀晴和插畫.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7318 願望 眼球先生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025 藏字書法入門. 行書卷 圖登尼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032 藏字書法入門. 草書卷 圖登尼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513 新眼光讀經: 生命的轉折 扶路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520 少年新眼光讀經: 枯骨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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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165 摩瑟水晶錦上花曲. 2016: 沉醉在摩瑟的錦繡韶光裡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聆雅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眼球愛地球



9789865765040 English on point 張世娟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705 浸信會三一堂50週年紀念特刊 董景弘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2220 信仰與生活: 雅各書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853 一個餅,一個身體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511 挑房FOLLOW ME. 2, 戴雲發的建築安全履歷守護你我的居住安全戴雲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542 公文寫作指南 柯進雄著 第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963 血巫孽種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汪芃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浸信會三一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救世傳播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4418 大學入學英語聽力測驗初階訓練 張維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6374425 大學入學英語聽力測驗進階訓練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167 高中公民歷年指考試題與詳解 公民科教學研究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112 用韓國人的一天學韓文 田泰淑, 丁芷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198 全新!黃金認證NEW TOEIC新多益聽力[模擬試題]Hackers Academia著; 蘇慧容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04 全新!黃金認證NEW TOEIC新多益閱讀[模擬試題]Hackers Academia著; Lora Liu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35 進擊の日単: 一定用得到的20,000字 陳玉華,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242 我的第一本泰語課本: 本書適用完全初學、從零開始的泰文學習者!白知姈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66 史上最強法語文法 石川佳奈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73 全新!黃金認證NEW TOEIC新多益口說題庫大全David Cho著; 邵依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97 雅思單字大全 William Jang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39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翻轉教室」論文集. 第九屆李宜靜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維英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40092 國寫非選book 周志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668 向光植物 李屏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6650 日語漢字讀音字典(袖珍版) DT企劃編著 初版第四刷 其他 1

9789577106667 您好!韓國語. 初級 韓語教育推廣研究會著; 張亞薇翻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577106674 銀河鉄道の夜(中日對照) 宮澤賢治著; 徐宇甄譯 其他 1

9789577106698 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遇(中英對照) 路易斯.卡洛爾著; 盛世教育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704 不用老師教的韓語動詞.形容詞變化 鄭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711 人性的優點 戴爾.卡內基著; 盛世教育翻譯 二版 其他 1

9789577106728 漫步法國說法語 酒卷洋子著; 陳琇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735 世界品茶事典: 精選世界200種茶葉,詳盡介紹茶葉、茶湯、沖泡與品嚐等基礎與專業知識。主婦の友社著; 藍嘉楹, 邱香凝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742 鋼珠筆生活小物隨手畫 米澤美紀著; 藍嘉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759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本經典童話故事 何欣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766 靈氣療法 土居裕著; 邱香凝翻譯 2版 平裝 1

9789577106773 越寫越讀越上手!日語五十音習字帖 DT企劃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笛藤

送存冊數共計：1

康熹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235 <>歸序全解 陳曦, 文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40 曾是「失國」的一群: 波羅的海、波蘭、斯洛伐克-五國行陳彥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9630 羅漢行功法 許禹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29760 寫真秘宗拳 姜容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50 解析太極拳檔案 向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74 內家站樁功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81 弓箭學大綱 張唯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598 縱橫太極. 三 鍾文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3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6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l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4920 A glimpse of 20th century world literature Wenchian Yao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元書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景文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天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342 中國預言八種 袁天罡, 李淳風撰; 劉伯溫等著; 漢嚴光, 海甯, 朱肖琴註再版 平裝 1

9789869184359 改良三命通會 (明)萬民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84373 神峰通考 命理正宗 張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184397 神相金較剪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51003 宅譜大成 魏青江著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351010 仲景全書 (漢)張機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9351027 撼龍經.疑龍經.山法備收全集 楊筠松編著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585 這些字,原來都有關係. 人體與同源字篇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490 汽車實習實務: 乙級汽車修護學科解析 張炳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13 新版氣壓控制理論與實務 林錫麟, 李聲謙, 許自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6426 休閒農業: 深耕古產業~發現新樂活 鄭殷立, 郭蘭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433 會計學: 全面採用IFRS 盧文隆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46549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 初級/中級 王正光, 黃永全, 鍾任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

集文



9789577846556 門市營運管理: 門市服務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理解邱繼智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6655 領隊導遊實務 楊明青等合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662 銀行經營與創業投資 劉美芳, 李國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679 社會保險 謝淑慧, 黃美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6686 領隊英文 李苾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693 國際觀光旅館組織氣候系絡效果之研究: 三層次架構分析張偉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709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臺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李奇嶽, 陳善珮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6723 內門宋江陣嘉年華節慶觀光發展策略之研究 張景棠編著 平裝 1

9789577846761 觀光暨餐旅行銷 鄭紹成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096376 公文指南 謝松芳, 周芷妤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1787 征戰統測: 國文歷屆試題詳解 楊國蘭, 夏已至, 賴婉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09 趣玩躲避盤吧! 李其隆, 陳冠宏, 朱峯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701 完美星座地圖: 九型太陽星座人格 大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喜羊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稅旬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2898 洛杉磯自助超簡單 徐瑞陽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904 掌握好牙3關鍵 林峰丕, 林本信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911 青島自助超簡單 粟子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928 獨闖愛爾蘭 蕭瑤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531 本草綱目中的100種常用的養生藥材 李興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548 自卑與超越 阿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原著; 李青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555 宇宙中最偉大的財富就是一個人的頭腦 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ane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579 再鼓舞 葛京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586 醍醐灌頂的一句話: 從一個激勵、一份療癒開始的簡單力量葉威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593 三十里桃花流水 田文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609 戰國策新解 (漢)劉向編訂; 宋韜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616 不迷茫: 找對人生方向的12堂心理課 何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623 很小很小的小偏方: 女人煩惱一掃而光 土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661 活到天年: 健康最值錢,生命更重要 何裕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678 感覺累了就冥想吧: 冥想10分鐘等於熟睡二小時李上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708 中國人的面子心理學 崔金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715 中國人的螃蟹心理學 崔金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722 宦難江山: 中國歷史上的太監干政 宋穎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135 基本護理學. OSCE技術篇 林文絹等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志文化



9789861944142 醫學資訊管理師/分析師證照考題分析與彙編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159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166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173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180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林笑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197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203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210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227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234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241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阮玉梅作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258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十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819 杏樹枝. 3: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826 歌羅西書釋義 王明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833 杏樹枝. 4: 列王紀上.列王紀下.歷代志上.歷代志下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840 主耶穌的比喻 謝溪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231 國際空服員就業指南Google Flight 普杜國際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腓利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301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86893 王不見王. 4, 飛象過河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5318 櫻庭愛生: 黑眷村奇譚 原惡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5332 逢君正當時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25349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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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4014 全球化與行政治理: 十週年選集 張執中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9254021 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 包淳亮等作; 趙建民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672 最多人使用的關鍵英語學習法 潘威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689 懶人日語單字: 舉一反三的日語單字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696 跟莎士比亞一學就會的1000單字 黎弼芳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0441 家常味兒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19 安老師的韓式料理教室 安裕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26 超人氣中式經典麵食 趙柏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33 吮指手工餅乾 裴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40 愛上做點心 翁曉宓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晶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9789865760557 快樂甜點屋 蘇雅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64 50款飲品點心 裴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71 客家媳婦的私房美食 梁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432 熟男的後青春: 中西醫師教你平息男性更年期的身心風暴壢新國際文化事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90456 「失智」就是這麼一回事!: 失智症的評估、功能障礙與治療林冠宏, 連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63 傾聽第一線不同的聲音: 資深護理師的真情守護謝彩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63 傾聽第一線不同的聲音: 資深護理師的真情守護謝彩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63 傾聽第一線不同的聲音: 資深護理師的真情守護謝彩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921 我與他情慾的每一天 程予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074 一生的房地產計畫. 下, 實務篇 胡偉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6081 房地產勝經2.0. 良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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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57684 東南國民中學美術班畢業畫冊. 第26屆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縣東南國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舒服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昕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開始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721 六度萬行. 生活智慧. 1, 鱣魚慈悲喜捨 善知識文創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264 經營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林君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7264 經營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林君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719 如何幫助孩子學習調控和釋放壓力: 一本塑造孩子心靈的智慧手冊林惠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26 識人讀心術: 從微表情、微動作看懂他人內心的真實想法陳清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33 人際關係心理學 劉迎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40 佛經裡的100個智慧 弘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57 健康小撇步: 一本為您的健康保駕護航的生活保健書顧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64 道可道: 玄妙人生道理 慧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71 別讓壞脾氣害了你: 心平氣和的智慧法門 張笑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788 星座血型魔法書: 12星座與血型的秘密 丁寧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9795 成功婚戀60招 鄭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09 生活,沒什麼放不下: 心若放寬,處處都是晴天 尚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16 你憑什麼在公司脫穎而出: 77句不看後悔的狠話劉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23 如何做好一個專業經理人: 頂尖經理人的15堂致勝課溫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30 看歷史故事學用人智慧: 識人與擇才 郝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知識文創



9789869336147 看歷史故事學用人智慧: 任人、育才與御人 郝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61 幸福不是百分百: 八分滿的幸福學 何大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78 幽默金口財: 有口就有財,會說就會贏 林威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474 浮生八十文集 楊允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837 地址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1844 千斤力不如妙點子 林少雯採訪撰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1851 小站之站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1868 小蘭嶼和小藍鯨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1875 星座密碼. 愛人篇 陳靖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1882 PASA私廚房.慢滋味 江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1899 只想喝咖啡 尤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00 火殤世紀: 傾訴金門的史家之作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17 有緣千里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24 坐在沙發上老去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31 西瓜寮詩輯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48 妙妙村妙妙事. 一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55 妙妙村妙妙事. 二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62 衣缽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79 臺大愛情故事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0486 地味 顏艾琳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品文創



9789869370493 正妹大學宅男社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04 正妹戀愛快遞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11 丫丫找鞋子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28 正妹大學摳男社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35 正妹大學之宅男大改造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42 凌雲: 金門歷史小說集. 2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59 刺繡的歌謠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66 沉默之島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73 流離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80 熱地圖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1797 聽說愛情離開過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09 星座密碼. 打工篇 陳靖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16 餘燼再生: 綠島外獄書續篇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23 我的女巫們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30 秀Girl遇到冰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47 後山新世界 江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54 慢走漫遊 江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61 文明初啟: 羅智成評論與序 羅智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78 沙沙與皮皮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85 我們之間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692 我的女友宅很大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08 兩個女人的戰爭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15 來不及長大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22 詹澈精選詩集(1977-2007)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39 長鏡頭下的張愛玲: 影像、書信、出版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46 金門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53 羅智成散文集: 亞熱帶習作 羅智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60 星座密碼: 業務行銷高手 陳靖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77 歲月的聲音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84 愛你的心情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3791 海哭的聲音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15 單獨的存在 林黛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22 娘朝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39 草男正傳 食凍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46 雪的可能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53 南方朝廷備忘錄 羅智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60 溫柔的對待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77 最佳女主角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84 崢嶸: 金門歷史小說集. 1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891 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 許悔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07 海浪和河流的隊伍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14 寂寞的人坐著看花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21 尋找一個人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38 過站不停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45 鄭愁予詩集. I: 1951-1968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52 鄭愁予詩集. II: 1969-1986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69 綠島外獄書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76 燕人行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83 顏艾琳30年自選詩集 顏艾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690 親愛的小耳朵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05 魔法汗衫 林少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12 詹澈詩選(1975-2005) 詹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29 夢土上 鄭愁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36 遺神 吳鈞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43 跟著風往前走 江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50 離家出走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67 離開同方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74 下棋與下田 詹澈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81 羅智成詩集 羅智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7898 總要說再見: 鄧麗君 甜蜜蜜 林煌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710 陽光蜂房 許悔之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703 總要說再見: 鳳飛飛 祝你幸福 林煌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727 履霜: 金門歷史小說集. 3 吳鈞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734 舊愛 蘇偉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758 心地善良的大老鼠 羅潔希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765 心地善良的大老鼠(中英對照版) 羅潔希文.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003 大野狼別吃我! 陳櫻慧文; 癢癢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771 像心理學家一樣思考: 讀懂自己、看穿他人 蔡亞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801 杜月笙全傳 司馬烈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7447 Skydoorzi心靈短文金句. 首輯 林德銘作 平裝 1

9789573027454 Skydoorzi心靈短文金句. 首輯(簡體字版) 林德銘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無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82

創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晶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4924 雅歌 陳建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34315 英語小技巧. 上 鮑佳欣著 其他 1

9789573034322 英語小技巧. 中 鮑佳欣著 其他 1

9789573034339 英語小技巧. 下 鮑佳欣著 其他 1

9789573034346 Just talk輕鬆開口說. 初級 Richard編著 其他 1

9789573034353 Just talk輕鬆開口說. 中級 Richard編著 其他 1

9789573034360 Just talk輕鬆開口說. 高級 Richard編著 其他 1

9789573034377 Coco's family. 學校篇 Eric mader, 羅瓊瑜編著 其他 1

9789573034384 Coco's family. 機場篇 Eric mader, 羅瓊瑜編著 其他 1

9789573034391 Coco's family. 購物篇 Eric mader, 羅瓊瑜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08 Coco's family. 飲食篇 Eric mader, 羅瓊瑜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15 Coco's family. 家庭篇 Eric mader, 羅瓊瑜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22 Coco's family. 公共場所篇 Eric mader, 羅瓊瑜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39 Living in Taiwan 短篇英語. 一 Alexander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46 Living in Taiwan 短篇英語. 二 Alexander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53 Living in Taiwan 短篇英語. 三 Alexander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60 Living in Taiwan 短篇英語. 四 Alexander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77 日本語 五十音入門 謝逸朗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84 日本語. 基礎篇 黑羽榮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291 日本語. 初級篇 黑羽榮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07 日本語. 中級篇 黑羽榮司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甦活全球網路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洛瓦創意資訊



9789869394314 日本語. 高級篇 黑羽榮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21 精選光華文章解析. 中高級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38 Hi-Q英語便利圖解辭典. 上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45 Hi-Q英語便利圖解辭典. 下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52 初級商業英語 甦活全球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69 中高級商業英語 甦活全球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76 賴老師英檢中級複試課程 常春藤解析英語中外編輯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83 四國語旅行會話. 第一冊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4390 四國語旅行會話. 第二冊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06 四國語旅行會話. 第三冊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13 四國語旅行會話. 第四冊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20 圖解四國語常用單字 甦活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37 英檢初級必考單字 甦活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44 英語聽力訓練與發音校正 甦活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51 KK音標發音入門 甦活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68 新多益必考單字 甦活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75 Tactics for TOEIC Listening Test 新多益模擬試題聽力測驗篇Robert Hilke, Paul Warden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82 Th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全民英檢模擬試題初級聽力篇甦活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199 Th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全民英檢模擬試題中級聽力篇甦活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304 Th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全民英檢模擬試題中高級聽力篇甦活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311 Th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全民英檢模擬試題高級聽力篇甦活編輯群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5328 全民英檢初級圖解單字 甦活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35 全民英檢中高級圖解單字 甦活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42 高級商業英語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59 中級商業英語 甦活中外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66 全民英檢中級圖解單字 甦活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73 鐘老師英檢初級課程 鐘愛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80 Pela pela 流行日語. 1 黃淑芬, 吳崇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5397 Hi-Q 日語便利圖解辭典. 下 高橋正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06 Pela pela 流行日語. 2 黃淑芬, 吳崇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13 Pela pela 流行日語. 3 黃淑芬, 吳崇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20 Hi-Q 日語便利圖解辭典. 上 高橋正己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37 雲端學英語: 休閒娛樂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44 雲端學英語: 食指大動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51 雲端學英語: 焦點人物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68 雲端學英語: 驚奇宇宙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75 雲端學英語: 社交對話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82 雲端學英語: 入境隨俗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6899 雲端學英語: 生活紀實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00 雲端學英語: 世界新知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17 雲端學英語: 寰宇蒐奇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24 雲端學英語: 健康加油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31 Journey with No Baggage : Places and Cultures (1) 無背包旅遊: 地方風情篇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48 Journey with No Baggage : Places and Cultures (2) 無背包旅遊: 地方風情篇(二)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55 All About Taiwan: Living 台灣行腳:生活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62 Journey with No Baggage : Places and Cultures (3) 無背包旅遊: 地方風情篇(三)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79 Sketch of Life (2) 生活速寫(一)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86 Sketch of Life (2) 生活速寫(二)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393 East vs. West (1) 當東方遇見西方(一)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02 East vs. West (2) 當東方遇見西方(二)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19 All About Taiwan: Culture 台灣行腳:文化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538 這樣做、那樣說,跟任何主管都合得來! 侯賽雷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1

開企



9789869288545 100歲前都不嫌晚的人生重啟術 Sheil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552 沒有太多錢也能錢滾錢: 包租公律師蔡志雄教你聰明賺退休金、圓夢金、創業金蔡志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6800 畢業五年決定你的一生 林少波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16817 旅行不能忘記帶的英語百寶袋 黃文姝, 溫志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824 FinTech 2.0: 金融結合科技,即將顛覆金融業的遊戲規則!李儀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848 出發!袋著日語去旅行 上杉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855 英單不必背得多!2000字搞定80%的日常交談 鄭瑩芳英語教學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862 與環境共生存: 讓建築空間給人的生活帶來無限美好與幸福鍾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9909 應用紫微解析人生 李滄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16 愛在羽球飛翔時 笛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23 親子作文: 6大方法增進作文能力 敻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664 鯊行者 艾力亞.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30 新總統的財經課題 陳鴻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47 突圍,新平庸年代 黃炎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54 湖村裡的夢幻 柯美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89961 冥想藝術<>: 不只是抒壓.與心靈相遇的著色時光吳淑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78 針灸衛道去邪 劉仲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9985 太極拳密門功法匯宗 郭石磊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89992 在澳洲買了個小農場 堅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02 地政士之寶刀屠龍 楊景麟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客思



9789869313919 母語障礙: 華人學英語 張西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26 深靈密話: 深層意識的聲音 歐青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64 書寫自己的feeling Nelson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846 大叔 聿暘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088 妊娠大百科: 讓女人輕鬆懷孕.安心順產的妊娠實用百科孟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125 新譯古文觀止 張雨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132 素顏美人保養守則: 挑選保養品、自製天然面膜打造抗齡肌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156 掌握你的黃金睡眠: 分析原因、針對族群,讓你輕鬆消除疲勞、夜夜好眠國醫健康絕學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170 新編厚黑學 張有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187 圖解瑜伽聖經 霍麗娟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194 四週肌力鍛鍊聖經: 專為亞洲體質設計的肌肉鍛鍊法,打造屬於自己的完美體格陳林鑫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200 高血壓飲食療法: 降壓必知飲食療法、健康管理與日常生活習慣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217 李宗吾厚黑學大全 李宗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224 糖尿病飲食療法: 穩定血糖必知飲食療法、健康管理與日常生活習慣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231 圖解賽局理論 連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248 孫子兵法大全 王建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255 新編成語典 張智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262 家常燻醬滷: 掌握基本滷味、醬燒、燻烤料理方法林嵐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279 高血脂飲食療法: 降低血脂,遠離心血管疾病、促進新陳代謝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286 圖解基督教 傅宏基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無限迴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威國際



9789865611293 圖解茶經: 世界上第一本最完備、最有系統的茶學專著(唐)陸羽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309 肝病飲食療法: 肝病必知排毒、養血飲食、改善肝功能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323 五大關鍵養出孩子的領導力 王昆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330 腎病飲食療法: 合理搭配養腎食材,積極鍛鍊體質、排除傷腎因素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4192 戀字: 冠軍老師教你日日寫好字,日日是好日 黃惠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803 戀字.練字: 冠軍老師教你基本筆畫練習手帖 黃惠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810 家的對話: 好宅設計,美好居家滿分提案 張瑜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8834 關於心臟病,醫生可能不會說的事: 揭露冠心病真相,教你面對心臟代謝的革命性飲食計畫馬克.休斯頓(Mark C. Houston)作; 林俊忠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841 肝膽排毒不吃藥: 100道保肝壯膽安心食療 陳品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865 關於高血壓,醫生可能不會說的事: 拒絕沉默殺手: 高血壓,擊退中風、心臟病、糖尿病和腎臟病的革命性飲食提案馬克.休斯頓(Mark C. Houston), 巴里.福克斯(Barry Fox), 納丁.泰勒(Nadine Taylor)作; 林曉凌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872 On the road, bike lulu: lulu的單車手記 謝倩瑩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901 保險好EASY: 拿回保險的主導權.用小錢買到大保障保險e聊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406 高原情思: 川西漁人辛濤山水畫作品選集 賴運華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茂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智保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3575 世界經濟導論: 全球化的生產與貿易 杜震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43599 科技與創新管理 陳澤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290302 創業教學: 巴布森學院的實務教學法 Heidi M. Neck, Patricia G. Greene, Candida G. Brush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319 基礎統計學 方世榮, 張文賢著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4664 華夏科技大學五十週年專刊: 華夏五十 再造巔峰林浩德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3234 從一枚花樣開始學蕾絲鉤織: 54種圖樣&65款作品拼接而成的蕾絲鉤織Life風工房著; 陳冠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241 手作族一定要會的裁縫基本功: 實例操演,文圖並重,一看就懂,一學就會!BOUTIQUE-SHA著; 王海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3258 Coser的手作服華麗挑戰: 自己作的COS服x道具 日本Vogue社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65 若山雅子の拼布日常: 恬靜美好の幸福手作時節若山雅子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72 寶貝小腳丫.媽咪手織嬰兒鞋 michiyo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89 Cotton friend手作誌: 手作女子の秋色時尚: 優雅の手作態度,私の潮服&摩登布包BOUTIQUE社著; 瞿中蓮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96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力量: 從山村出發,一位總經理的人生四季黃金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296 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力量: 從山村出發,一位總經理的人生四季黃金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02 慢刻手作.在香氣中綻放の香皂雕花BOOK: 讓生活中充滿芬芳.色彩.笑容山田梨繪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19 365天都要玩拼布!手作人の幸福縫紉日誌 BOUTIQUE-SHA授權;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26 初學者の手作口金包完全攻略: 85個超人氣小包BEST COLLECTION主婦與生活社授權;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33 專業裁縫師的紙型修正祕訣: 以市售＆手作書附錄紙型作出最合身的手作服土屋郁子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40 青木和子の自然風花草刺繡圖案集 青木和子著;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364 Cotton Friend X SWANY Style Bags: 雜誌嚴選!人氣手作包の日常練習簿 一起來作64個人氣款托特包、提包、打摺包、皮革包、肩包、口金包、收納包、貝殼包……BOUTIQUE-SHA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夏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9789863023371 Patchwork拼布教室: 拼布人的秋色時光: 美好製造私の時尚!專屬於自己的手作浪漫BOUTIQUE-SHA作; 瞿中蓮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88 新古典浪漫美學.手製珠寶花飾: 以琉璃珠.珍珠.天然母貝串起純粹之美＆永恆的幸福葉雙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401 手作人最愛の35款機縫手作包 日本ヴォーグ社作; 亞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418 活力滿分の狗狗穿搭設計書: 主子親自動手作23款可愛狗衣服&布小物武田斗環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266 小農女存房記 施靜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266 小農女存房記 施靜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273 致青春: 我的記者大夢 馨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22 考古、歷史與原住民: 臺灣族群關係研究新視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359 教育.教改論叢 潘家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359 教育.教改論叢 潘家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2373 <>ê歷史詮釋kap國族認同研究 丁鳳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22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十一期 吳俊杰主編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順益博物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554 態度,決定你薪水的高度 小川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0585 你要去相信,沒有到不了的明天 盧思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875 性別教育 游美惠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882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郭欣易, 梁仲正, 石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899 生活與生涯規劃 藍茜茹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905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華都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210 清代臺灣方志中的篇研究 王鵬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948 好燙詩刊: be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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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視野文化事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煮鳥文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都文化



9789869279833 游雅蘭個展: 凝光映語 游雅蘭[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9833 游雅蘭個展: 凝光映語 游雅蘭[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9840 蔡潔莘個展: 彩虹雨村落 蔡潔莘[作] 精裝 1

9789869279840 蔡潔莘個展: 彩虹雨村落 蔡潔莘[作] 精裝 1

9789869279857 蔡坤霖個展: 看不見的聲音 蔡坤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864 李重重: 瀚墨芳華 李重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9871 林宏信: 微量裂解的總和. 2016 林宏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576 我緊緊抱你的時候這世界好多人死 阿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76 我緊緊抱你的時候這世界好多人死 阿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583 尋歡記: 阿廖詩集 阿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613 革命青春: 高校1968 四方田犬彥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620 高達的女人們 四方田犬彥著; 蔡青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637 最後一期 鴻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637 學術論文專題寫作與研究方法 應立志, 王萬琳編著 平裝 1

9789869246644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Management project book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6651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design project book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6668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finance project book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黑眼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571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9 康雲山等著; 王見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297 觀光學概論 楊明賢, 劉翠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82341 生活日語上手 鍾錦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82365 國際行銷學: 全球觀點實務導向 陳德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37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郭靜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389 社會研究方法: 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 王雲東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82396 主題婚禮規劃 傅茹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19 人際溝通: 團體互動與職場工作取向 曾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26 性別教育 柯淑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33 廚藝概論 施坤河等作; 楊昭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40 國際關係總論 張亞中等作; 張亞中, 張登及主編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296 邏輯式高中歷史 吳品儀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80296 邏輯式高中歷史 吳品儀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80302 學測國文大神通(引導寫作) 陳益泰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302 學測國文大神通(引導寫作) 陳益泰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319 學測數學易經 張衡編著 平裝 上卷 1

9789864480319 學測數學易經 張衡編著 平裝 上卷 1

9789864480326 學測數學易經 張衡編著 平裝 下卷 1

9789864480326 學測數學易經 張衡編著 平裝 下卷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逵文教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1910 韓飯必學韓文課 人蔘姬, 泡菜公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1927 想成交,先要有被拒絕的勇氣 陳彥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934 享受孤獨的勇氣: 「孤獨是最棒的朋友!」從這麼想的那刻開始,你的人生將出現巨大轉變!榎本博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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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843586 CEPT kids' land: made easy Su Ch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2341 日治時期殖民政策下的理蕃棒球計策(1895-1945)迪魯.法納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208 彰化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成果手冊. 104年度王仁政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192 朝陽科技大學「產學同步、創新加速」論壇暨2016第17屆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素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雲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喬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246 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一屆王振勳, 蘇綉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809 少年林少貓 張重金計畫主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82816 煌煌火燒庄 張重金總編輯; 陳珮琳插畫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825 Beauty engineering Amy L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026 最後的築地: 日本旅遊必去的美味海鮮勝地 大人的週末編輯部撰寫; 王詩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163033 東京餐廳極選：覆面調查最高推薦，213家非吃不可的美食料理大人的週末編輯部著; 高元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071 東京再發現: 一場以美食連結在地的深度旅行,窺見不一樣的東京大人的週末編輯部著; 王瑋琦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52829 幅迭.福疊: 第一本工筆畫創作曼陀羅的東方畫本廖珮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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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視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普設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雅筑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應英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913 狗狗的餐桌日常: 55道鮮食料理X手工零食X自製營養粉,毛小孩這樣吃最幸福跑市場著 平裝 1

9789869302944 夢想,出發!空服員輕鬆考取計畫: 60天黃金特訓,躋身全球風行的熱門航空業黃珝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68 威尼斯散散步: 即將消失的世界絕景,堤岸‧教堂‧貢多拉,水都漫遊旅圖蘇菲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2968 威尼斯散散步: 即將消失的世界絕景,堤岸‧教堂‧貢多拉,水都漫遊旅圖蘇菲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808 東京小說寫真 岸下壘作 平裝 1

9789869318822 單速車休日 林宏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839 貓咪繪: 色鉛筆的夢幻描畫X萌系擬真彩繪技法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860 世界級葡萄酒大師: 品酒超入門 Jancis Robinson作; 屈享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877 衣布偶的溫柔手縫時光: 用T恤、圍巾、手套、襪子簡單改造的手感娃娃X居家小物朴貴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884 零失敗!天然x可愛的手作冰棒與雪糕: 不用冰淇淋機就能做的創意冰甜點荻田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891 小錢玩大曼谷: 捷運自助遊超值玩到瘋,泰好吃X泰好住X泰好買林貝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601 惡行之外: 警界的31個破案真相追擊 呂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656 動手刻,療癒系木雕習作 Mio Hashimoto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663 北京最強行程全攻略: 專業導遊精選15條地鐵旅行路線x經典美食x在地生活克里斯.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670 超圖解!澳洲打工度假完整攻略: 規劃、實踐、狀況排除,各種SOP流程輕鬆搞懂無尾熊小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609 導演的起點: 100位華語電影導演,第一部作品誕生的故事程青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616 閃閃發光的30歲: 從今天起,過更好的人生 曹善真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647 京都,100種關鍵發見 清水さとし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102 畫張圖想得更清楚!任何人都能學會的視覺筆記術盧慈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7884 Listen and say it!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spoken english進階英語聽說林素娥, David Doyle作 其他 1

9789576067891 Studio (21) A2字彙本(德中對照) Maria Funk著; 余淑雲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敦煌



9789576067907 Azar英文文法系列: 初階 Betty S. Azar, Stacy A. Hagen著; 林宛瑜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576067914 CAVES GEPT Kids小學英檢: 聽力.閱讀與寫作.口說(全一回)Sarah Lin編著 1st ed. 其他 1

9789576067921 小學英檢模擬測驗全四回 Sarah Li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576067938 英文單字,誰怕?(中英對照) 邵士齊著 第一版 其他 全套 1

9789576067945 Caves TOEIC test practice test Paul Chen[作] 平裝 1

9789576067952 Exercise your grammar. book 3 Jane M. Chai[編著] 其他 1

9789576067969 法國戲劇: 從賈許到諾瓦西納 梁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7976 初級閱讀高分過 謝柏均, Jeff Kuhel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7983 淡江大學俄文習作選輯 龔信賢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7990 初級英檢萬試達: 初試試題全6回 Ted Pigott, 謝柏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003 初級英檢萬試達: 複試試題全6回 Ted Pigott, 謝柏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010 常用德文成語300 黃惠鈴, Bettina von Reden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027 中級閱讀高分過 唐世敏等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034 TOEIC主題字彙快易通 Andrew Crosthwaite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041 西班牙文 劉碧交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6068058 Menschen B1字彙本 Daniela Niebisch著; 翁幸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528 you are what you eat level six reader Imran Durrani[主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89535 Language is life the europeans level six reader imran durraniImran Durrani[主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89542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starter a imran durrani Imran Durrani[主編]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1187 上師的叮嚀. 2011-2013 秋巴讓卓堪布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遍勝利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2444 國中小必背1200字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772673 初級文法句型. 基礎一 曾韋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680 初級閱讀 曾韋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697 中高級單字 曾韋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03 Elementary School 小學情境 Angel Zephyr Hsieh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10 動詞三態 陳玉娥編譯; DAVID KATZ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27 500片語 曾韋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34 國小英語認證520字 曾韋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41 常用句及諺語 壹零壹作者群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58 初級會話 曾韋婕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465 美的顯影: 雄獅美術珍藏照片輯 黃長春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702 還恩集 方志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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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楓精緻紙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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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零壹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雄獅



9789862101629 師法國際奇幻插畫大師 田島光二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36 Yilin愛戀瑜珈: 引領時尚美的生活瑜珈 蘇煒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9894 SolidWorks 2015工程圖原廠學習手冊 DS SolidWorks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146 C語言程式設計實務: 立即擁有結構化程式設計能力的16堂課吳燦銘, 胡昭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269 Excel函數的進擊: 函數X函數組合大事典 日花弘子著; 林錦慧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283 jQuery+jQuery Mobile應用實戰: 輕鬆打造跨裝置Web App與動態網頁陳婉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290 超實用!會計.生管.財務的辦公室EXCEL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306 數位神探 現代福爾摩斯的科技辦案：10個犯罪現場偵蒐事件簿王旭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320 我的第一臺口袋VR眼鏡: 看影片x玩遊戲一機搞定博碩文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1337 Word/Excel/PowerPoint超效率500招速成技 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344 打造最強網頁UI/UX設計腦: 設計師都該懂的絕佳設計.溝通法則秋葉秀樹, 秋葉ちひろ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351 10天學會Ruby on Rails: Web2.0網站架設速成 劉至浩, 孫以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1368 InDesign Tricks: 專家愛用的速效技法 陳吉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375 Kali Linux無線網路滲透測試 李亞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382 Visual C# 2015程式設計實例演練與系統開發 許清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399 絕讚人物插畫繪製: 動漫、厚塗、水彩風等主要上色技法大公開riresu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12 跟著範例學會Visual C# 2015 張逸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429 Java SE7/8 OCPJP進階認證指南: 擬真試題實戰 曾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36 打造成功UI/UX的50個關鍵: 用魔鬼的細節創造極致使用者體驗彭其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43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完整版 姚瞻海, 劉齊光, 陳鞠伎作 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無境文化



9789868599390 都是潛意識搞的鬼 蔡榮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219 精神分析說人話 蔡榮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233 心的顏色和森林的歌: 村上春樹與精神分析 蔡榮裕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240 靈魂的缺口: 診療室外的憂鬱 李俊毅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889 Good night!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精裝 1

9789869358705 聖誕快樂 AZ Books編輯群作; 陳筱甯譯 精裝 1

9789869358729 神奇的放大鏡 第一手真相 AZ Books編輯群作; 陳筱甯譯 精裝 1

9789869358736 Christmas Story AZ Books Editorial Team撰文; AZ Books Editorial Team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780 重織你的實相纖維 茂林.聖哲曼(Maureen J St. Germain)作; 黃裳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362 產品設計品質(精選版) 翁田山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9207379 設計品質 翁田山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703 翻轉物理變身篇 Jenny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黃裳元吉文化



9789869279703 翻轉物理變身篇 Jenn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710 翻轉物理超能眼篇 樂為Laurel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359 Arduino 空氣盒子隨身裝置設計與開發(隨身裝置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366 Arduino 空氣盒子隨身裝置設計與開發(隨身裝置篇)(簡體字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41 Arduino程式教學. 溫溼度模組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58 Arduino程式教學. 氣體模組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65 Arduino程式教學. 氣體模組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72 UP Board. 基礎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489 UP Board. 基礎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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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1123 越南人的實用中國話 范水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1295 跟著哆啦A夢學語文: 來學注音符號和主題詞語 台灣小學館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01 孟母三遷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18 寸草春暉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25 跟著哆啦A夢學數學: 數的合成和排序 台灣小學館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32 跟著哆啦A夢學語文: 語文遊戲 台灣小學館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49 夸父追日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智寬文化



9789865691356 周處除三害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63 東郭先生和大野狼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70 神奇的寶豬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87 孫悟空大鬧天宮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394 烙餅師傅與懶妻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00 三娘子的魔法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17 盤古開天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24 包公審石頭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31 十兄弟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48 張老爺請客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55 斷織勸學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62 天生一對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79 猴子的紅屁股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86 畫荻教子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493 扇枕溫被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09 曹沖秤象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16 哇!海水變鹹了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23 女媧補天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023 NX CAM三軸加工應用實例 周泊亨, 林耀贊, 盧弘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21030 Siemens PLM Software輕鬆學會Solid Edge 李俊達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樂絲語文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凱德科技



9789869381505 教你不懂的課 泰蕾絲.休斯頓(Therese Huston)作; 黃渝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837 二十一世紀共慘世界: 全球化的政治哲學省思 梁文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875 哲學的力量: 踏進法國高中教室,想想臺灣哲學教育羅惠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9880 高效率閱讀法: 訓練超強記憶術! 潘俊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897 我的生活趣味生物知識 陳韋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432 復興崗新聞人. 105年版 周曉輝等採訪撰文; 楊鴻博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447 靜寂工人: 碼頭的日與夜 魏明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617 萬物逆旅 楊嚴囊, 林美伸作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薰樓藝術集團333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793 西畫. 2016 西畫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376 走過風雨望青天: 郭瑤琪冤判八年奇案 溫智國, 黃士蔚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383 起農舍驚魂記: 九年餘打了三各官司 楊士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429 漫遊宜蘭: 邂逅在地人文的美好時光 林玉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743 無量光明曼陀羅 恆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1750 出俗入世之路 恆長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004 靚湯.煲湯喝出全家好氣色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42 人人都能成功 拿破崙.希爾, 克里曼特.斯通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邊社文創



9789869338059 孫子兵法人生活用學 盧志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66 猶太人大智慧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73 世界最偉大的推銷員 奧格.曼丁諾著 平裝 1

9789869379403 選擇的勇氣 孟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7871 捻花染草: 植物染的繽紛世界 陳姍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637895 艾的力量 許嘉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7134 掌家先掌胃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41 攻心先攻床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58 報恩先抱郎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65 桃花女總管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72 妻寶養成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89 財迷實習生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196 媽咪嫁豪門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02 菜鳥祕書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19 預演結婚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26 王爺娶錯妃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33 戀情五年熟成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40 設局迎新婦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57 侯爺是個腹黑的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64 娶個ㄚ鬟不簡單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腳丫文化



9789862887271 多金院長小資女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88 豪門壞媳婦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295 不只是一夜情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01 娶妻連環計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18 正妻夜逃 葉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25 福來孕轉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32 飯友是總栽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49 搶錢搶糧搶爺們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56 傻夫也是有爪子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63 包養名門妻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446 父母不暴走,孩子正成長! 現代婦女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453 親子常備菜: 和孩子一起動手做四季的美味餐點江口惠子著;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838 一試就會作の陶土胸針&造型小物 BOUTIQUE-SHA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845 超萌手作!歡迎光臨黏土動物園: 挑戰可愛極限の居家實用小物65款胡瑞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8852 從可愛小圖開始學縫十字繡: 數格子x玩填色x特色圖案900+大圖まこ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869 誘人の夢幻手作!: 光澤感x超擬真.一眼就愛上の甜點黏土飾品37款河出書房新社編輯部著; 苡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8876 鉤針花樣可愛寶典: 130款女孩最愛的花樣織片&拼接小物26件日本Vogue社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883 超質感.繽紛又可愛的UV膠飾品Best37: 開心玩x簡單作.手作女孩的加分飾品不NG初挑戰!張家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890 邏輯.數學.遊戲.勞作邊學邊玩の美育手作練習書寺西恵理子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新手父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986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 仁千根上.釋心佛講述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471986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 仁千根上.釋心佛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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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055002 容積移轉聖經: 臺北市容積移轉法令剖析與市場操作實務鄭德篆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5026 建築震害與補強實務 黃錦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095 形の發想: 建築造型提案: 獨棟&集合住宅200 PLUS黃光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101 乙級裝潢木工術科試題施作詳解手冊 林木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125 簡單搞懂高層建築 五十嵐太郎等合著; 邱榮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132 JSSI隔震建築的維護與檢測 日本免震構造協會著; 邱榮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149 好宅: 看懂集合住宅規劃設計法令 陳聰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156 好宅: 集合住宅規劃設計 陳聰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163 水高級處理及再利用 歐陽嶠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170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187 因應氣候變遷從地方做起: 臺灣推動氣候變遷調適的過程、經驗與知識王明輝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194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200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與監造計畫實案專輯 張京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956 自助遊一本就GO!玩遍韓國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17 (彩圖版)圖解四書五經 方韜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文創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7

新心佛園雜誌



9789869332248 自助遊一本就GO!香港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55 這樣讀孫子兵法最輕鬆 (春秋)孫武原著; 陳書凱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79 煲一碗好湯,守護全家人健康 陳志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1203 艾略特波浪新論: SWOT新式分析:跳蛙現象與加拉巴哥症候群唐納文(Becca Donovan)著 平裝 1

9789863911210 波浪理論反向操作: 檸檬品市場的抉擇:第一時間做出第二決定羅茲(Lukas Rhode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27 波浪理論順勢操作: 艾奇布恩定理:及時找出第二條成長曲線范德爾(Jouko Vend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34 天量櫻花價 地量石頭價: 鹹魚有天險:父子騎驢預測未來50年瓦慕斯(Donnall Varmu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41 技術指標:獨立5思考: 在白天不動情是容易的 在夜晚則是另外一回事韋勒(Huckle Well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58 酒田戰法執行長: 3億:每個人都能找到上天賜予自己的餡餅海瑞(Augustus Harr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65 保力加通道錢滾錢: 洛克菲勒:前人田土後人收 還有收人在後頭布萊恩(Edwards Bri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72 黃金交叉與死亡交叉: 財富有毛細管作用:那時此刻,就是答案!奎克利(Robert Cwikli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89 甘氏角度線:大博弈: 王道溫情主義的做法是企業衰敗的前兆莫瑞(Niels Murra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296 莫非定律神奇妙賺: 諾亞方舟: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你能接得住嗎?艾哈特(Hermann Eckha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02 非夢: 不請自來的七宗牛: 任何人都可發動戰爭 但結束卻需勝利者同意張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19 女人的份量=母+子的重量: 若不能在流行中勝出 就要在歷史中嶄露頭角樗裡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26 處於一個最幸運的時刻: 政治家看下一代的福祉 政客只看下一次的選舉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33 等到杜鵑鳥變知更鳥: 超過進步限度而遭遇的懲罰 反而比進步更嚴重樗裡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40 只有一個人愛你的皺紋: 社會像是一本大書 不社交的人只讀了第一頁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57 你為別人做過什麼?: 你從外表評論花或蝴蝶 但不能這樣評論一個人樗裡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64 創業,不只是請客吃飯: 頂著三座大山 跨越七座小山: 愚公不怕熱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71 三隻鳥贏了面子失了裡子: 承諾你免費午餐的人 會連你的早餐也吃了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88 沒傘的孩子不能只是光跑: 光勤勞是不夠的 螞蟻也是勤勞的 要看勤勞什麼樗裡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395 最難過的日子也有盡頭: 從腳趾可以認出獅子 從耳朵可以看出驢子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01 尋找真正的公主與王子: 好的那部份並不夠創新 創新的那部份又不夠好樗裡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經史子集



9789863911418 馬丁格爾策略: 大翻盤: 理性的人 寧願世界毀滅也不願劃傷自己的手指海格(Robert Hag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25 用一句話形容你自己: 每樣東西都有裂縫 因為只有這樣 光才進得來耕柱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32 德爾斐神廟第148句箴言: 每個人都可能長壽 但不是每個人都曾真正活過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49 如果你給我102個銀幣: 雪人: 人生的首要任務 就是盡可能的矯揉造作耕柱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56 酒店還沒關門 就叫我走: 憤怒以愚蠢開始 以後悔與賠償告終: 二度降臨耕柱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63 第三顆原子彈的命運: 每一個聖人都有過去 每一個罪人都有未來九方皋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70 隔壁牆上的11致富秘笈: 億元村: 強者可以為所欲為 弱者只能逆來順受樗裡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87 嫁給年薪50萬美元的人: 沒有賣不出去的商品 只有不會賣的業務員耕柱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494 凡是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 最好的抱怨方式: 就是抱怨到做一個新東西出來耕柱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114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43121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43138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43145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43152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43169 快樂學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504 藝起來. 2016: 新北市土城藝術推廣協會 會員作品集何榮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北市土城藝術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時雨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新民文教



9789869341707 新北市市定古蹟金瓜石鑛山事務所所長宿舍因應計畫張震鐘計畫主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545 百年園區裡的綠生命: 淡水文化園區生態紀實. 引導篇潘蓬彬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134 兩岸交流書畫聯展作品集 蕭煥彩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984134 兩岸交流書畫聯展作品集 蕭煥彩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714 充滿神同在的人生 梁瓊月著 一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2595 組織理論與設計 Richard L. Daft原著; 李再長, 曾雅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687 微積分 Ron Larson著; 史青林, 林余昭, 鄭子韋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694 微積分(精華版) Ron Larson著; 鄭子韋, 林余昭, 史青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724 策略管理 Barry J. Witcher, Vinh Sum Chau著; 楊慎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731 資訊安全管理 Michael E. Whitman, Herbert J. Mattord著; 鍾俊仁, 張育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748 生物化學 Mary K. Campbell, Shawn O. Farrell原著; 葉東柏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755 企業倫理: 倫理決策訂定與案例 O. C. Ferrell, John Fraedrich, Linda Ferrell原著; 楊政學編著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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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水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新莊書畫會



9789865632762 微積分 Ron Larson, Bruce H. Edwards原著; 張海潮, 辛靜宜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779 微積分: 觀念與基礎數學 Peter Kuhfittig著; 朱朝煌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786 無線通訊系統概論: 行動通訊與網路 Dharma Prakash Agrawal, Qing-An Zeng原著; 曾恕銘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793 諮商與心理治療: 理論與實務 Gerald Corey著; 修慧蘭等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32809 財務管理 Eugene F. Brigham, Joel F. Houston原著; 丁碧慧, 林坤輝, 蔡惠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16 個體經濟學: 理論與應用 Walter Nicholson, Christopher Snyder著; 許景翔, 潘明如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816 個體經濟學: 理論與應用 Walter Nicholson, Christopher Snyder著; 許景翔, 潘明如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519 發展心理學. 下: 青少年到晚年時期的發展 Robert V. Kail, John. C. Cavanaugh著; 游婷雅, 郭俊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23 發展心理學. 上: 兒童發展 Robert V. Kail, John. C. Cavanaugh著; 游婷雅, 郭俊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109 從聯考狀元到公務員: 沈啟的民航奇緣 沈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203 乘風尋度: 教育美學論輯 馮朝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210 善變的藝術: 另類教育 馮朝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643 唯心造: 八部經選隨身讀 遊目族編譯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頑石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生命資訊服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禾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1520 Art light play: re-imagining the winter campus written by Herminia Din, Priscilla Lema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044 孫中山的時代精神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精裝 1

9789868852051 影像臺灣百年行旅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435 企劃種子專題競賽. 2016 義守大學國際商務學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5195 藏文楷書字帖 義喜拉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7323 「頌歌」與「戰歌」的時代: 「十七年文學」論綱丁帆, 王世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054 秋之賞: 創會45週年特展專輯. 2016 江雨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地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世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義守大學國商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818 巴爾的摩事件的真相 喬艾爾.狄克(Joel Dicker)著; 邱瑞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825 都是為了貓 町田康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832 木偶奇遇記 卡洛.柯洛帝(Carlo Collodi)著; 蘇菲亞.孔德(Sophie le Comte)圖; 朱浩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849 絕望名人卡夫卡的人生論 卡夫卡(Franz Kafka)著; 頭木弘樹編譯; 楊明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863 真實遊戲 戴芬.德.薇岡(Delphine de Vigan)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09618 新竹縣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行動研究集 劉明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3輯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240 詩情海陸 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60240 詩情海陸 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0967 有甜又有鹹!名店主廚的鬆餅料理 旭屋出版編集部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0974 大師如何設計: 「傢俱」讓我的家亮起來!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X-knowledge Co., Ltd.)作; 元子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01 友善環境的共生小菜園 木嶋利男作; 余明村,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32 世界絕美劇場蒐藏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X-knowledge Co., Ltd.)編著; 余明村, 高詹燦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竹縣教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9789864011049 丸山珈琲的精品咖啡學 柴田書店編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56 超馬紀錄保持人的馬拉松訓練書 砂田貴裕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63 世界絕美穹頂蒐藏 中島智章監修; 余明村,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70 3D列印機X3D掃描器新時代 原雄司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87 獲利革命 商業模式雙贏法 川上昌直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094 有機無農藥 新手菜園 阿部豊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00 釋迦牟尼的藥箱 太瑞知見著;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17 隈研吾 擬聲.擬態建築 隈研吾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24 河田勝彥的法國鄉土甜點之旅 河田勝彥作; 沙子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1131 走訪義大利起司的故鄉 本間るみ子作;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48 本間至の住宅設計手繪筆記 本間至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55 倒立塔殺人事件 皆川博子作;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62 花漾美感: 手作餅乾美化技法 熊谷裕子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79 孫正義都不知道的孫正義 井上篤夫著;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86 菁英商學院教材: 商業簡報S.O.P Globis[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193 神之子 藥丸岳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11209 神之子 藥丸岳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11216 跟著季節走完美派對料理提案 food-sommelier監修;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30 我的個人規模咖啡小店: 不到10坪的店面,成為人氣咖啡店的開業秘訣渡部和泉著;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54 「可以吃」和「不能吃」的食品添加物 渡邊雄二作; 林家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61 1分鐘變鷹眼3D視力回復法 栗田昌裕監修;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78 世界絕美山岳鐵道蒐藏 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X-knowledge Co., Ltd.)編著; 林麗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15 生活美學家愛用的料理道具&食材 渡邊有子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08 長笛初練曲 于芳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新芽音樂文化



9789869321815 我的第一堂長笛課 于芳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822 提琴樹. 一下 劉妙紋編; 陳婉君, 陳延暐插圖 十版 平裝 1

9789869321839 提琴樹. 一下 劉妙紋編; 陳婉君, 陳延暐插圖 十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000 X-Legend illustrations. 2016 傳奇網路遊戲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519 辭章章法變化律研究 顏智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99922 柳園聯語 楊君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006 杜律五言補註校注 蔡志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67 <>本義 張耀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198 陰陽雙螺旋互動論: 以「0一二多」層次邏輯系統作通貫觀察陳滿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11 旅人心境: 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 林淑慧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0228 語文教育瞭望臺: 當前課程檢討省思與策略應用孫劍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35 翻滾吧!國文正青春 邱淑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42 逍遙遊吟稿 陳滿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66 新詩韻味濃 增訂本 徐世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73 國語文學習新思考 余崇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97 明代理學家文學理論研究 安贊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327 章法論叢. 第十輯 中華章法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365 辭章章法四大律 黃淑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372 唐宋詞章法學 陳滿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389 辭章風格教學新論 蒲基維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傳奇網路遊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9789864780396 中庸天人雙螺旋互動思想研究 陳滿銘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811 亮麗人生 在青春啟航: 慈大附中慈濟人文教材專書(國中部)方美倫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92828 餐桌上的真食: 用腦決定飲食風景,吃出環境永續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035 可怕的孩子 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著; 王恬譯 平裝 1

9789869309042 主婦的午後時光 陳夏民採訪.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162 公主的祕密 朴諸成作; 朴諸成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179 瞞著爸爸的祕密 趙星子作; 金俊英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186 化學隱藏版: 化學原理好簡單! 崔美華文; 張瀞午圖;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193 伊斯蘭世界的崛起與發展 金泳勳作; 松繪碩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216 哈囉!小梅子 Lee Vin文.圖;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164 烘焙食品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7171 幼兒園課程發展與設計 周宣辰, 傅清雪, 蔡其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群星文化



9789869207188 教育心理學 黃文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49233 袁翟老師開講: 海商法: 播 袁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325 3Q立法程序與技術-破題書 林沛編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332 3Q行政法破題書 王齊, 于亮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349 郵GO會說: 郵政口試書 張力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356 現行考銓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9387 易解: 監獄學 題庫 王霏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417 公務員法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9431 各國人事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2449455 明白法學緒論(含大意)測驗題庫 呂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462 法學緒論 測驗題庫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486 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493 刑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509 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516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 保成名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523 3Q海洋法破題書 林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530 3Q民法總則破題書 常揚, 鮑伯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547 3Q民法破題書 常揚, 鮑伯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554 3Q智慧財產法破題書 施律師, 黃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561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分則篇 李允呈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578 董謙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誠 董謙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585 老師開講刑法總則- 破 撲馬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592 撲馬老師開講: 刑法分則Q 撲馬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449608 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爭點隨身書 棋許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保成



9789862449615 刑法: 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22 刑事訴訟法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39 老師開講: 國際私法: 易 廖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46 公司法.證交法-爭點隨身書 棋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53 民事訴訟法-爭點隨身書 劉倍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60 3Q財稅法破題書 吳律師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77 老師開講: 法律倫理: 好 袁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684 民法 爭點隨身書 苗星, 典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691 老師開講 家事事件法-固 江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707 刑法: 實務見解體系書 莫言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714 行政法: 爭點隨身書 古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721 老師開講 票據法-敏 蕭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738 3Q刑法破題書 陳介中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738 3Q刑法破題書 陳介中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745 憲法: 實務見解體系書 徐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752 警專入學考試: 1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769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 李安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776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783 警專入學考試: 英文重點速記 吳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790 警專入學考試: 中外地理重點速記 賀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806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爭點隨身書 苗星, 典熙, 陸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813 老師開講 勞動社會法 郭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820 警專國文必知十大主題試題精析: 含警專作文破解五大必備絕招樂府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837 警專入學考試: 數學重點速記 張東萍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851 警專入學考試: 國文重點速記 金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868 3Q公司法-破題書 棋許,李嵐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875 3Q保險法-破題書 棋許,李嵐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882 刑法總則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899 警專入學考試: 化學重點速記 陳中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449905 老師開講: 刑法飛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912 刑法(含概要)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929 刑法概要 陳介中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936 普通物理學概要及普通化學概要 張力升, 陳中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943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王霏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49950 火災學(概要) 謝景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967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呈 李允呈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449974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公式 張力升, 陳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449981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2.1 程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449998 法學緒論: 快速記憶、奪分關鍵 雙效合一 程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000 司法特考法學緒論(含大意): 奪分關鍵、快速記憶: 雙效合一程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017 警察特考: 警察專業英文 英銘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024 民法概要: 體系表 常揚, 鮑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031 民法總則 常揚, 鮑伯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048 民法概要 常揚, 鮑伯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062 從法研所一本試題全解.105,看見司.律二試命題趨勢保成法研所編著小組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079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0086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0123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0147 矯正暨觀護法典 霍華德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0185 民法(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0192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284 警察勤務 樵林編著 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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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送存冊數共計：75

誠品



9789869058186 董陽孜作品集: 子曰 蕭如敏, 葉俞君責任編輯 精裝 1

9789869058193 郭旭達: 游移的線與衍化中的形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579 改變人生的100個夢境: 運用夢中訊息,活出你人生精彩的創造能量伊恩.華勒斯(Ian Wallace)著; 陳重亨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55407 喜悅,就是去擁抱生活: 享受當下,與神連結,活出你與宇宙共同創造的新生命巴觀(Sri Bhagavan)著; 傅國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414 YoYo盧恩運勢占卜. 2017: 用最古老強大的符文力量,為你帶來指引、療癒和祝福YoYo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438 當我們死後,靈魂去哪了? 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2133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甲). 2016(100-104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104 孕動!羅美玲的孕期體適能健康書 羅美玲, 江振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11 因為想你,所以寂寞: 草莓甜心李盈儀的第一本散文x寫真書李盈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70699 Confucian Analects: with not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W.H.Lin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鼎茂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5902 鹿王. 上, 僥倖者 上橋菜穗子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919 鹿王. 下, 回歸者 上橋菜穗子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5926 鹿王 上橋菜穗子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335933 月光下,我想念: 寫給音樂的情書 石青如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35940 一直撒野: 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戀的 小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964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1335971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1335957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335988 滑雪讓我們人生更完整: 兩個熱雪大叔的冒險之旅李李仁, 史丹利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1623 囚徒健身. 3, 囚徒爆發力 爆發式徒手體操 保羅.韋德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77 花卉草木的綺麗世界 漆間順子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84 東京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791 腕錶鑑賞教科書 花谷正登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07 U-noa Freak3球形關節人偶自服裝&改造講座 鈴木洋子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14 勇敢,朝世界出發!: 挑戰海外工作,逆轉平凡人生.橫井朋幸作; 林馡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21 搶救歪脊椎: 1天5分鐘,讓你骨盆不傾、脊椎不歪的回春正骨術おおたとしまさ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38 新手爸媽的育兒大百科. 2: 幼兒營養副食品 上田玲子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45 職人級義大利麵聖經 西口大輔, 小池教之, 杉原一禎作;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52 職人級咖啡拉花進階技術教本 Jung Kyeong Woo作; 魏嘉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69 外酥內軟家常馬芬蛋糕 古家和行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76 超圖解倒金字塔說話術 山口明雄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883 室內設計基礎教科書 Aiprah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2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71890 色鉛筆塗鴉動物園 ミヤタチカ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06 甜蜜系糖霜餅乾製作BOOK 松比良明奈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13 京都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20 箱根.富士山.河口湖 昭文社作; 蔡瑪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37 新手爸媽的育兒大百科. 3: 育兒大寶典 五十嵐隆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44 皮革工藝. vol.31, 超質感皮革小物紙型集24 SEIWA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51 我的北歐風插畫練習簿 ingectar-e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68 頂尖男性超少食! 船瀨俊介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75 圖解刀劍人物傳 刀劍人物研究會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982 女高校生戰鬥姿勢大定格: 打鬥動作分解資料集カラサワイサオ作; 邱鈺萱, 謝政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19 北陸.金澤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 昭文社編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19 北陸.金澤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 昭文社編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26 練習做甜點: 96道絕對成功的新手練習食譜 黑川愉子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33 經典馬卡龍 柴田書店編著;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40 來上一堂塗鴉課!簡筆插畫&POP文字學習BOOK森井Yuka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57 皮革工藝. vol.32, 拉鍊皮件組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64 頂尖人士的職場武器: 99%人忽略的1%工作訣竅!河野英太郎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88 簡筆插畫1000例!原子筆的塗鴉小百科 米丸ゆみ作; 張端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95 自製麵包研究室: 成功&失敗關鍵分析 坂本りか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01 人體經穴大百科(3D圖解版) 影山幾男, 守口龍三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203 國際金融: 理論、政策與實務 林炯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210 人壽保險公司投資組合與市場風險之研究 張士傑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0227 雲端運算概論 黃明祥, 曹世昌, 林詠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234 銀髮族服務策略 簡志文, 廖又生, 黃敏亮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滄海



9789863630241 國營事業經營策略: 以中華郵政為例 廖又生, 黃敏亮, 蔡素嬌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258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6 2016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初版 其他 1

9789863630265 微積分 蔣俊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272 普通物理實驗 東海大學物理系編輯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30296 大數據: 知識經濟與實務應用 余清祥, 顏貝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608 順逆之間: 陳麗文書藝作品集 陳麗文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0190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0466 Spark學習手冊 Holden Karau, Andy Konwinski, Patrick We原著; 許致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572 R資料採礦與數據分析: 以GUI套件RATTLE結合程式語言實作何宗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947 網路鑑證學習手冊: 封包分析x日誌調查x惡意程式檢測Samir Datt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0992 Windows 10 IOT物聯網入門與實戰: 使用Raspberry Pi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005 Raspberry Pi嵌入式系統入門與應用實作 張元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08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S6(附PhotoImpact)林文恭研究室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1098 iPhone & iPad電子專案製作: 透過techBasic開發Arduino、感測器與藍牙應用Mike Westerfield原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104 C# 6.0 錦囊妙計 Jay Hilyard, Stephen Teilhet原著; 陳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111 CCNP Routing and Switching SWITCH 300-115專業認證手冊David Hucaby原著; 張正緯, 呂昆鴻譯; 何旅良審校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128 Swift程式設計必學基礎 Boisy G. Pitre原著; 蔡明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135 打動人心的產品設計: 頂尖設計師打造成功產品的黃金法則Scott Hurff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203 New TOEIC 900分必備: 多益聽力高分密技 金正旻, 李奕民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210 WordPress架站自學手冊: 規畫x設計x架設x經營 田中勇輔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瑜悅設計



9789864761241 超Q手繪旅行實境英語真簡單: 出國應急玩樂零負擔!曼曦原著.繪;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272 CorelDRAW X8創意設計不設限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289 Excel 2016函數與分析工具 楊世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296 TQC+AutoCAD 2017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302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S6(附PhotoImpact)林文恭研究室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1319 用圖搞定人生大小事: 從思考、記錄到有效率解決問題的超簡單全能圖解術鄭振浩原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333 精通Go程式設計 Alan A. A. Donovan, Brian W. Kernighan原著; 楊尊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340 駭客的修煉. 底層分析篇 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357 Think Python: 學習程式設計的思考概念 Allen B. Downey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364 Hadoop技術手冊 Tom White原著; 林峰正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1371 Arduino穿戴式裝置專案製作 Tony Olsson原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388 機器學習: 使用Python進行預測分析的基本技術 Michael Bowles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395 Linux OpenLDAP實戰指南 郭大勇原著; 劉勇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401 打下好基礎: 程式設計必修的數學思維與邏輯訓練周穎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418 CSS: The Missing Manual國際中文版 David Sawyer McFarland原著; 張正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425 UX策略: 設計讓人夢寐以求的創新數位產品 Jaime Levy原著; 吳佳欣, 黃朝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432 TQC+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立體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SketchUP Pro 201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456 Word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500 240句搞定TOEIC單字: 看圖學多益會考的850個核心單字金富露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517 超Q爆笑圖文隨手筆10000例大全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524 Java 8教學手冊 Ivor Horton原著; 蔡明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531 楊比比的Photoshop濾鏡編修: 工作效率與照片特色平衡的關鍵楊比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548 Access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555 計概超人60天特攻本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1562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術科試題實作(windows7+Fedora Core20)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579 Excel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715 中老年人快樂學拍照、攝影(超大圖解好閱讀.簡單學習好上手)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678 The Linux Programming Interface國際中文版 Michael Kerrisk原著; 廖明沂, 楊竹星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61685 The Linux Programming Interface國際中文版 Michael Kerrisk原著; 廖明沂, 楊竹星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61692 Photoshop酷炫技: 揭密好萊塢特效大師的頂尖技法與設計Corey Barker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708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C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739 SketchUp 2016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彩現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746 Node學習手冊 Shelley Powers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753 網站擷取: 使用Python Royan Mitchell原著; Studio Tib.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760 PHP網路服務 Lorna Jane Mitchell原著; 詹志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807 資料智慧化: 利用資料科學, 將資訊化為創見 John W.Foreman原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814 Word排版技術大百科 宋翔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821 網站企劃、網路行銷必讀!圖解Google網站管理員工具大木あかね, 菊池崇原著 ;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838 樂高創意寶典. 擬真迷你模型篇 Mattia Zamboni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61845 Google雲端服務活用術 孫維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1906 SQL Server 2016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 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920 LINE動態貼圖自己畫 蔡雅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1944 單燈神技: 小閃燈的極限運用 Tilo Gockel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982 Data Science from Scratch中文版: 用Python學資料科學Joel Grus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26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C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040 資訊概論. 2016 淡江大學資訊概論教學團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2057 1分鐘隨手畫出北歐風: 1000個讓插畫家也驚呆的超簡單小塗鴉!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64 用Google Blogger打造零成本專業級官方形象網站,網路行銷也Easy!劉克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095 TQC 2013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室軟體應用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2101 PowerPoint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118 Visual C# 2013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4762125 iOS 10+iPhone 7/iPAD完全活用術: 278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點子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132 Raspberry Pi嵌入式系統入門與應用實作 張元翔作 其他 1

9789864762149 圖解物聯網/感測器的架構與運用 河村雅人等作; 吳嘉芳編譯 其他 1

9789864762156 樂高機器人MINDSTORMS EV3程式設計 Terry Griffin作; 莊啟晃等譯 其他 1

9789864762163 樂高機器人創意寶典: 181種絕妙新組合 五十川芳仁作;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其他 1



9789864762170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電路學 山下明作; 吳嘉芳譯 其他 1

9789864762187 Swift程式設計必學基礎 Boisy G. Pitre作; 蔡明志譯 其他 1

9789864762194 CCNP Routing and Switching SWITCH 300-115專業認證手冊David Hucaby作; 張正緯, 呂昆鴻譯 其他 1

9789864762200 中老年人快樂學Facebook+LINE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2217 玩透樂高機器人MINDSTORMS EV3: 從入門、組裝到控制機器人的最佳初學與應用經典Laurens Valk作; 藍子軒譯 其他 1

9789864762224 生活科技應用網路概論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2231 樂高創意寶典. 機械與機構篇 五十川芳仁作;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 其他 1

9789864762248 PHP7 & MySQL跨裝置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 陳惠貞, 陳俊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279 平靜科技: 不擾人的設計原則與模式 Amber Case原著; 劉美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293 UX從新手開始: 使用者體驗的100堂必修課 Joel Marsh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316 WordPress架站的12堂課: 網域申請x架設x佈景主題x廣告申請張正麒, 何敏煌作 其他 1

9789864762330 精通Go程式設計 Alan A. A. Donovan, Brian W. Kernighan原著; 楊尊一譯 其他 1

9789864762347 一次學會Revit Structure 2016綜合應用 倪文忠作 其他 1

9789864762354 讓響應式(RWD)網頁設計變簡單: Bootstrap開發速成呂國泰, 何昇隆, 曾偉凱作 其他 1

9789864762361 用Google Blogger打造響應式網站X LINE@生活圈實戰,行動商務也Easy!劉克洲著 其他 1

9789864762736 Python x Arduino物聯網整合開發實戰 Pratik Desai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743 Windows 10 IOT物聯網入門與實戰: 使用Raspberry Pi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750 大數據分析Excel Power BI全方位應用 謝邦昌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767 LINE@行動行銷: 邁向百萬星級店家 劉滄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774 楊比比的Photoshop濾鏡編修: 工作效率與照片特色平衡的關鍵楊比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798 R資料採礦與數據分析: 以GUI套件Rattle結合程式語言實作何宗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804 PHP7 & MySQL跨裝置網站開發: 超威範例集 陳惠貞,陳俊榮作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129 有限元素分析與ANSYS的工程應用 劉晉奇, 褚晴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079198 線性代數觀念與解析 陳子建, 黃新峰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1

送存冊數共計：92

滄海圖書資訊



9789865647391 財務管理 徐守德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47414 電路學 J. David Irwin, R. Mark Nelms原著; 陳進祥譯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647438 微積分 吳舜堂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445 微積分講義 吳舜堂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452 品質管理: 理論與實務 夏太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469 管理會計 Jerry J. Weygandt, Paul D. Kimmel, Donald E. Kieso原著; 黃文宏, 呂昭顯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5647476 財務會計(IFRS版) Jerry J. Weygandt, Paul D. Kimmel, Donald E. Kieso原著; 陳美娥等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483 All new theories of multiple zeta values Minking Eie[作] 精裝 1

9789865647490 微電子學 Adel S. Sedra, Kenneth C. Smith作; 曹恆偉等譯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47506 生物系統量測 艾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544 商用數學 葉秋呈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568 經濟學100 楊明憲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504 Newspaper 方信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7511 iF金獎精選&空間設計作品. 2016 陳宗瑩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8577 新莊食飽未: 新莊歷史裡的好味道: 從舌尖上的美食談新莊故事的創新與傳承新莊歷史裡的好味道工作團隊撰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1646 零售資料採礦 謝邦昌, 鄭宇庭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圓祥大眾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莊社區大學



9789865761653 金融資料採礦 謝邦昌, 鄭宇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660 大數據概論 謝邦昌, 鄭宇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684 企業併購與重組 徐俊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691 金融科技概論 李顯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707 會計學 馬君梅等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5761714 實用會計學概要 馬君梅等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5761721 中級會計學 江淑玲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61738 統計機器學習 謝邦昌, 鄭宇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745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金融商管實務案例 林萍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752 金融科技測驗題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769 投資管理: 證券分析理論與實務 何文榮, 梁亦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776 文化創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783 服務創新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790 科技創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806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導向 李正綱, 陳基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813 稅務會計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5版 平裝 1

9789865761820 財務報表分析 王元章, 張眾卓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1837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5761844 財務管理原理 姜堯民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1851 國際企業管理 廖明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868 金融科技學習與應用基礎 姜林杰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61875 市場調查實務: 問卷設計與研究分析 吳柏林, 謝名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882 財政學 許義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899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61905 貨幣銀行學原理: 全球的觀點 沈中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61912 財務管理 林基煌, 李寶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929 期貨與選擇權 廖四郎, 王昭文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6265 教學觀摩暨教育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04學年度 王君婷等作 平裝 1

9789869076265 教學觀摩暨教育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04學年度 王君婷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904 Draw for knock-out competition system by Wang I. Lin, Chen Hung Yi 1st ed. 平裝 1

9789869377911 Load for knock-out competition system by Wang I. Lin, Chen Hung Yi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192 高科技特殊功/機能性纖維織品與應用 吳文演編著 平裝 1

9789869378505 織品設計與應用 吳文演, 蔣敏洵, 趙健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9378512 織品素材與應用 吳文演編著 平裝 1

9789869378529 高科技生醫/健康/環保性纖維材料與應用 吳文演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46 西方無神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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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翌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普拉斯

送存冊數共計：28

經國學院



9789861994628 Swift自學力!: 圖解140個iOS App開發範例 魏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66 Windows 10超級練功坊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673 Excel精用密技字典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994680 Excel函數超精用密技字典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279 挑戰AutoCAD 2D解題密技 廖高德作 平裝 1

9789869314947 商業智慧分析決策系統開發寶典: 使用Access 2013與Excel 2013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314954 Visio 2016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9314961 Project 2016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9314985 Inventor 2015實戰演練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314992 CATIA V5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平裝 1

9789869339209 精彩Project 2013專案管理實務 王志誠作 平裝 1

9789869339216 MasterCAM X8實戰演練 周曉龍作 平裝 1

9789869339230 精彩Word 2016全方位應用 林國榮作 平裝 1

9789869339247 Rhinoceros. 5, 產品造型設計 蔣柏文作 平裝 1

9789869339254 Creo Parametric 3.0實戰演練. 基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9339261 Creo Parametric 3.0實戰演練. 進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9339278 全方位學習PHP & MySQL 藍易作 平裝 1

9789869339285 精彩AfterEffects CS6視覺特效製作 王國衛作 平裝 1

9789869339292 精彩Inventor 2017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362702 精彩AutoCAD 2017機械設計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362719 精彩AutoCAD 2017建築與室內設計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362726 精彩SolidWorks 2015.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362733 視覺設計品味Photoshop、Illustrator、Indesign 趙雅芝作 其他 1

9789869362740 易習Office 2010辦公室自動化 林佳生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經瑋文化



9789869362757 丹尼爾騎幻之旅.遨遊在春夏 丹尼爾作 平裝 1

9789869362764 丹尼爾騎幻之旅.飛翔在秋冬 丹尼爾作 平裝 1

9789869362771 Scratch 2.0元件堆疊動畫遊戲繪畫程式設計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362788 精彩Excel 2016全方位應用 林國榮作 平裝 1

9789869362795 Excel公司財務管理職場應用寶典 林佳生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610 麒麟之都: 平鎮伯公采風錄 王欣郎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0975 交通大塞車 艾諾-麥嘉 梅索拉作; 繪出英文力Wendy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0982 動物大遊行 艾諾-麥嘉 梅索拉作; 繪出英文力Wendy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002 數一數 艾諾-麥嘉 梅索拉作; 繪出英文力Wendy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064 人體運動解剖全書 Andrew Biel作; 林晏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71 超圖解心理學入門 涉谷昌三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88 新手不敗!基本款甜點 小田真規子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095 生活知識王 來去工廠大探險 小石新八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01 完勝馬拉松SUB3達陣計畫! 鈴木莉紗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18 給新手的珊瑚飼育指南 川崎憲一郎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25 最強狗狗讀心術: 教你完全掌握狗狗的心情! 愛狗之友會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32 秒殺經濟史: 2小時完殺1300年來的全球經濟! 蔭山克秀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49 腦中風對症導航 岡安裕之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56 終結脂肪肝!200%脂肪肝消解法 栗原毅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63 1天1分鐘懶人穴道按摩操 柳本真弓作; 潘舒婧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新楊平社區大學



9789863701170 初學者的咖啡關鍵100問! 全光秀咖啡學院作; 魏嘉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187 挑戰極限!鐵人三項全攻略 白戶太朗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00 肌肉機能解剖觸診技術: 臨床按摩療法 緒方昭広, 成瀨秀夫作; 陳韻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17 桌球基礎技巧&戰術 田崎俊雄作; 甘為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24 髖關節痛對症導航 伊藤晴夫, 田中尚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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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24549 純潔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著; 林少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617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824648 鷹與心的追尋 海倫.麥克唐納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655 謎情柯洛斯: 鍾情於妳 希維雅.黛(Sylvia Day)著; Sabrina Lia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662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786 十現夢想: 十三位實踐家的圓夢故事 周家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479 人工智慧能發展到什麼地步? 松尾豊, 塩野誠著; 林錚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133 魯曼一點通: 系統理論導論 瑪格特.博格豪斯(Margot Berghaus)著; 張錦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新經典圖文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842 走出憂鬱的幸福公式 趙顯三作; 吳約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458 當代譯本聖經 國際聖經協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465 當代譯本聖經 國際聖經協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01472 羅馬帝國與新約聖經要點指南 華倫.卡特(Warren Carter)著; 顧華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489 認識耶穌,贏得基督: 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郭承天, 周復初, 蔡彥仁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489 認識耶穌,贏得基督: 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郭承天, 周復初, 蔡彥仁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489 認識耶穌,贏得基督: 中國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展郭承天, 周復初, 蔡彥仁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7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aiwan: proceedings. 1steditors Shyh-Chang Lin, Tswen-Chyuan Jue 平裝 2

97898693847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aiwan: conference program guide. 1steditors Shyh-Chang Lin, Tswen-Chyuan Jue 平裝 2

978986938472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aiwan: conference program book. 1steditors Shyh-Chang Lin, Tswen-Chyuan Jue 平裝 1

978986938472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aiwan: conference program book. 1steditors Shyh-Chang Lin, Tswen-Chyuan Ju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894 不要怪神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81894 不要怪神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農業臺灣智慧機械國際研討會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資源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6844 文革五十年祭 何與懷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56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9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908 艾克雷西亞Ecclesiastes. 1 陳怡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306 貓狗的逆襲: 荊棘滿途的公民之路 大衛.葛林姆(David Grimm)著; 周怡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13 挖鼻孔會害死人嗎?: 114+1個荒謬又有趣的科學問答題<>周刊策畫; 陸維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13 挖鼻孔會害死人嗎?: 114+1個荒謬又有趣的科學問答題<>周刊策畫; 陸維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20 礦泉水為什麼會過期?: 102+1個又怪又逗趣的科學問答題<>週刊策畫; 陸維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37 別跟狗兒搞曖昧!: 人狗相互信任、成長的祕密 史黛芬妮.朗馮朗根(Stephanie Lang von Langen)著; 李昕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37 別跟狗兒搞曖昧!: 人狗相互信任、成長的祕密 史黛芬妮.朗馮朗根(Stephanie Lang von Langen)著; 李昕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44 分裂的網路: 虛擬世界的未來掌握在國家、企業還是個人的手上?史考特.麥康森(Scott Malcomson)作;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44 分裂的網路: 虛擬世界的未來掌握在國家、企業還是個人的手上?史考特.麥康森(Scott Malcomson)作;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51 非凡物種: 型塑人類文化、改變世界的25個自然造物布萊特.衛斯伍德(Brett Westwood), 史蒂芬.摩斯(Stephen Moss)著; 張毅瑄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業餘畫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達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405 書店本事: 在你心中的那些書店 楊富閔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372 21世紀的地方社會: 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 陳文德主編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1859 刑事訴訟法 黃朝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529 專業華語概論 吳氏祿等合著; 彭妮絲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536 民事訴訟法論 姚其聖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5567 全球心靈全球公民 追求真福改善世界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628 刑法題型破解 雷洛虎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659 西洋政治思想與法思想史. 第三篇, 近現代政治思想張正修著 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55666 解密國考大數據民事訴訟法. 基礎篇 克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680 身分法題型破解 大邁, 雷霸龍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697 解密國考大數據刑法. 基礎篇 敏而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703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齊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710 民法總則題型破解 綺夢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5727 強制執行法關鍵選擇 林旺, 羅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734 刑法關鍵選擇 敖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5741 觀光資源概要 陶自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758 營業秘密法 曾勝珍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765 越界的法律人: 十個真實故事 Michael L. Seigel, James L. Kelley作; 陳希佳, 李淑珺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學林

新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群學



9789862955772 華語文教學 舒兆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789 一個律師的人文追尋 黃瑞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796 刑事訴訟法爭點整理 孫宥, 荷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5833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2955840 行政私法與私行政法 程明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871 考前特蒐. 2016 秋豪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932 圖解知識六法: 政府採購法 蕭華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949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5956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5970 民事訴訟法(上) 許士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987 刑法總則 王皇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994 憲法: 權力分立 林子儀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007 智慧財產權法 楊智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014 商事法概要個案探討. 公司法編/票據法編 陳國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021 企業併購法實戰守則 王志誠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038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實務導引 林翠雲, 黃依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956045 文韻亞東 吳憶蘭等編撰; 林智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052 遠方有夢.飛翔 王靖婷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069 大學中文: 閱讀與應用 黃翠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076 海洋文學讀本 柳秀英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090 有機農業 吳文希著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2956106 刑事法規 新學林編輯室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6113 大學國文選 王琅等編撰; 張惠貞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120 文章必考焦點刑事訴訟法 摩寧萊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144 禮遇與知止: 宋代閒散與不適任官員 林煌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151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6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6182 勞資聖經: 經典勞動六法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199 商事法導論 陳麗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205 語文閱讀與書寫 王秋香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212 家事事件法爭點整理 逍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229 刑法案例研習 黃惠婷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56236 解密國考大數據民法. 基礎篇 揚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243 嬰幼兒安全與急救 駱明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250 一試就上手 超好用測驗題庫書: 行政法暨概要 達人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455 世界史劇場. 3, 甲午、日俄戰爭始末 神野正史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09 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 萬國報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16 槍械圖解百科 かのよしのり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23 幻想世界 幻獸事典 奇幻世界漫遊協會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30 狙擊圖解百科 かのよしのり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47 世界史劇場 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　 神野正史作; 石學昌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256 靜思語(簡英馬淡典藏版)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5270 Still Thoughts: A Collection of Short Teachings and Jing Si Aphorisms, Volume 2 (Revised Edition)Shih Cheng Yen著 平裝 1

9789869335287 我愛蔬果.我愛地球 靜思人文出版團隊文字/編校; 江佳菁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5294 Still Thoughts: A Collection of Short Teachings and Jing Si Aphorisms, Volume 2 (Revised Edition)Shih Cheng Yen著 其他 1

9789869376501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六年,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0

楓樹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787 生命互聯網 徐錫滿, 洪玉美, 喬瓊恩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430 綠角的基金8堂課 綠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447 實在,就是續航力 張文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454 精湛人生: 從流氓囝仔到創業楷模吳俊男的蛻變之路吳秉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064 杯杯英雄 蔡兆倫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200 重返 艾隆.貝克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217 全方位媽媽禱告手冊 陳淑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248 無可限量: 神眼中的教會 楊永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255 天生完美: 神眼中的我們 楊永民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01262 珍珠項鍊 米雪(Mi Xue)著; 顧華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279 細語甘霖: 每日靈修-以弗所書 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286 細語甘霖: 每日靈修-加拉太書 文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309 快樂學校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01316 快樂學校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01323 飛躍學校: 全新的我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330 門徒計畫書: 每日與主同行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347 天空學校: 成為領袖吧!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01354 天空學校: 成為領袖吧!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01361 翱翔學校: 成為門徒吧!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道聲



9789864001378 翱翔學校: 成為門徒吧!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01385 天空學校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392 快樂學校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08 飛躍學校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46 奇妙神蹟營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15 僕人學校: 關懷新朋友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22 僕人學校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39 翱翔學校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39 翱翔學校指南 金聖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60 書蟲落網有出路: 航向閱讀新視野 莫非, 馬睿欣, 譙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324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of Love and Hope Chiou Shu-Chuan編著; Peggy Sy, Yuru Chou, Goh Kay Lai譯 平裝 1

9789865726331 哎唷!我的耳朵好痛! 凃心怡作; Bob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348 Endless love without borders Fang-Pei Su等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070 細說禮記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12094 細說大戴禮記 徐芹庭, 徐耀環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100 細說易經纂解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5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環圖書



9789867625762 描寫與呈現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編 平裝 1

9789867625779 慈濟大學「快樂服務、感動學習」作品集. 第四屆陳俞霈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786 無語良師. 101, 大體解剖教學 許素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6556 女人好人脈,人見人愛: 讓妳享受一生的幸福與寵愛魔女Sha Sha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038 塵塗掠影 楊世傑著 增訂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9471 愛韓社初級會話. 1: 30小時就能和韓國人溝通 梁東孝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594 元氣日語會話. 進階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815 法國人怎麼說: 口語詞彙.慣用語.手勢 楊淑娟, David Fontan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839 一起來學韓國語吧!初級 邱千育, 柳大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846 走遍俄羅斯 B. E. Ahtohoba等著; 周海燕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9853 TOPIK I新韓檢初級文法 崔峼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877 不用惱!3000英語會話開口說 太田洋, 日臺滋之, 神白哲史著; 林潔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884 新韓檢初級閱讀全攻略 裴英姬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914 一起來學韓國語吧!進階 邱千育, 柳大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921 一考就上!新日檢N1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938 大家的越南語. 初級 阮蓮香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意識文化



9789865639945 每天讀一點德文: 知君何日同: 81封二戰舊信中的德國往事沈忠鍇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9969 新日檢N3單字帶著背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976 新日檢N5單字帶著背 張暖彗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840 圖解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 池體演等編輯 四版 平裝 1

9789867343857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103年納入彙編之解釋函令)池體演等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7343888 鋼筋混凝土必做50題型 許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343895 營建管理(試題精選) 劉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01 鋼結構必做50題型 許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01 鋼結構必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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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997645 學茶筆記. 一: 記范增平老師講茶 周本男著 修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680 科學與信仰新論 約翰.霍特(John F. Haught)著; 陳文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697 臺灣士林哲學口述歷史 何佳瑞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703 臺灣士林哲學理論發展 鄔昆如等著; 何佳瑞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734 Catholic faith and evolution 司馬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741 燈: 散文詩集 薛保綸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758 Alessandro valignano,deux ex machina of jesuit penetration into china康華倫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碧山岩



9789866197796 耶穌會在華高等教育史: 使命與傳承(1594-1952) 姜有國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819 宗山曉: 看!天亮了 宗教學系小說創作集. 第22屆鄭印君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826 是的,我在: 天主教大學社會參與 呂慈涵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833 曲水逸帆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彙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857 FUNs in Fu Jen 黃玉珠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864 單國璽樞機主教文集 輔仁大學校史室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197888 輔仁大學校史室收藏南京教區契約文書選輯 輔仁大學校史室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97895 人的神,天主之神 伊夫.孔加爾(Yves Congar)著; 陳開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901 大愛永存: 輔仁大學醫學院102、103學年度大體老師紀念文集蔡怡汝, 王文芳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918 選民與種民: 一個蒙選思想的比較宗教研究 張毅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97932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 104學年度 吳紀美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6197949 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賴振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949 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 賴振南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478 全人關懷、共同照護: 建構高齡社會健康照護模式楊弘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925 新北市機能紡織i時尚發展. 二, 機能布料再升級計畫專刊. 201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執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871 藝術學報. 第五期 康台生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藝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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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6197 花意滿堂: 臺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作品集. 2016第五屆王慧萍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839 一臺車thuh規臺灣 江澄樹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9958 玄修法語. 第拾貳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406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80篇 王郁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8532 舞彩繽紛: 臺中市拓樸藝術學會會員專輯 柳秉聞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拓樸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玄修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就是會教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元國小美術班班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屯區社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5701 源遠流長話說南門地方誌: 南門社區文史踏查 謝邦雄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934 臺中市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澄懷遊藝、神融筆暢. 二0一六陳彥甫, 陳秋香, 楊佩雯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606 斗美宮重建沿革誌 鐘金水, 白天賜, 尤金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625 古早咱ㄟ頂寮: 古文書史料專輯 鐘金水, 白天賜, 尤金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8914 不丹塔巴林寺建寺紀錄: 遍智龍欽巴有緣自解脫紀念大雄寶殿與綠度母十六羅漢三座大雄寶殿的簡略目錄寶珠瓔珞堪布尼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8195 百年百藝30展風華雕塑展 張貴菜執行編輯 精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龍欽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斗美三王府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9711 臺中市豐原區老人會30週年紀念特刊 林瑞豐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812 廣教誡開示錄. 第二集 果清第五律師講述; 三聚精舍編輯組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681 我想成為芭蕾舞女孩 安娜.曼比諾(Anna Membrino)文; 斯米利亞娜.科爾(Smiljana Coh)圖;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698 MON-MON酷MA萌繪本: 最喜歡出門去! 智子=加西亞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408 「扶輪心、鄉土情」大甲藝術家聯展作品集 蔡明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4941 菩提心禪竅訣論(簡體字版) 絨敦獅子吼著; 洛桑滇增堪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4958 菩提心禪竅訣論 絨敦獅子吼著; 洛桑滇增堪布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大甲中央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八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化芬園三聚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豐原區老人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08178 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9751 校園記趣: 輕鬆的生態觀察: 施宏明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908 70週年紀念特刊 張漢鏞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8447 童言無際 點燃祖孫情 梁祐誠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4721 2016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臺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著 平裝 1

9789868504721 2016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作業程序指針臺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福建同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延平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心中小學

北市大史地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北投社大



9789869034609 臺北市福建省同鄉會會刊 楊荊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4616 臺北市福建省同鄉會會刊. 2016年 楊荊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656 排毒防癌聖經 健康醫心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687 最完整的兒童體質調養聖經 李志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700 就是愛塗鴉!最卡哇伊的生活實用插畫練習手帳飛樂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6717 最完整的拔罐養生調養聖經 李志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724 小心,原來這些都是毒 樂活居家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731 第一胎照書養!新手媽媽的第一本懷孕手冊 陳艾竹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0915 經濟學歷屆試題精選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0922 餐旅服務. 乙版(職業學校餐旅群) 謝美美等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0939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通關必讀: 學術科合訂本 蔡佳, 侯薇, 黃真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0946 計算機概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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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850953 商業概論(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 2016版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784 傑出大陸臺商獎專輯. 2016 錢一鳴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旗立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4530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APP題庫: 歷史. 1 周子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547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APP題庫: 公民與社會. 1 邱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554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APP題庫: 地理. 1 楊偉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561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APP寶典: 基礎物理. 一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578 60天搞定學測(高中數學科) 謝偉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773 不懂行銷也能輕鬆成交: 一次就學會的系統化引導,讓客戶聽懂你的話鄭景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3745 說走就走! 一週遊韓國終極指南 旅遊玩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52 7~12歲兒童心理與性格發展教育百科 錢源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69 0-6歲幼兒心理與性格發展教育百科 錢源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76 全彩圖解野菜百科 Solmoe著; 周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83 大手牽小手!全家玩遍新加坡 旅遊玩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790 高酵纖體蔬果汁 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806 彩圖易讀版藝術史年表 袁若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813 拌一拌沁涼優酪乳新食感! 李馥,Nature Workroom 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820 說走就走!一週遊日本終極指南 旅遊玩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837 彩圖易讀版中國史年表 李光欣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844 300個聯想破解遊戲 漢宇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639 大手牽小手!全家玩遍韓國 旅遊玩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宇國際文化

臺北擎天



9789862283851 大手牽小手!全家玩遍泰國 旅遊玩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3568 英文寫作教戰手冊. 進階篇 孫雅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0012 鱷魚阿本和櫻花小姐 豐田一彥作.繪; 高明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029 鱷魚阿本的家 豐田一彥作.繪; 高明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036 鱷魚阿本的動物園 豐田一彥作.繪; 高明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043 鱷魚阿本去散步 豐田一彥作.繪; 高明美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258 小狗郵差出任務 朵兒.佛瑞曼(Tor Freeman)文.圖; 黃筱茵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272 人生, 一個哲學習題: 認識自我、開發潛能、修養靈性的追求傅佩榮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340 林桃奶奶的桃子樹 湯姆牛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371 奇光下的祕密 布萊恩.賽茲尼克(Brian Selznick)著.繪; 宋珮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0388 菜園裡的奇妙世界 凱特.梅斯納(Kate Messner)作; 克里斯多夫.賽拉斯.尼爾(Christopher Silas Neal)繪; 黃靜雅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395 奇蹟之屋 布萊恩.賽茲尼克(Brian Selznick)著.繪; 周惠玲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456 星雲之影 楊棟樑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463 星雲之道: 領悟人間佛教 高希均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470 大自然的獵人: 博物學家威爾森 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楊玉齡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487 演化之舞: 細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 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 薩根(Dorion Sagan)著; 王文祥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494 都會賞樹秘笈: 100種樹木圖像記憶法 張蕙芬撰文; 林松霖繪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500 即興力 李奧納德(Kelly Leonard), 約頓(Tom Yorton)著;黃靜雅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517 臺灣的明天: 人才培育與少子化的思考 彭宗平等著; 李桂芬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524 臺灣的明天: 能源、環境與科技產業的思考 彭宗平等著; 李桂芬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語言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4790531 超簡單!35個創意手作玩具 石川真理子作; 賴庭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548 肝炎聖戰: 臺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 楊玉齡, 羅時成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555 旅行私想: 謝謝天地接納我 蔡穎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586 迷茫時代的明白人 羅振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0593 星期天的體育館 村上詩子文; 田中六大圖; 張桂娥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609 星期天的保健室 村上詩子文; 田中六大圖; 張桂娥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616 星期天的自然教室 村上詩子文; 田中六大圖; 張桂娥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623 星期天的音樂教室 村上詩子文; 田中六大圖; 張桂娥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630 記憶診所: 為失智患者及家人帶來希望 周永彩著; 楊玉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647 小紅鉛筆的作文冒險 瓊安.赫魯伯(Joan Holub)文; 梅麗莎.斯威特(Melissa Sweet)圖; 黃聿君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654 台北城. 城內篇, 你所不知道的老建築、古早味60選魚夫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661 親子共熬一鍋故事湯: 幸佳慧帶你這樣讀嬰幼繪本,啟發孩子的語言思考力、閱讀力、創造力幸佳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678 家門外的自然課 石森愛彥文.圖; 宋碧華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0685 橡果與山貓 宮澤賢治文; 楊宛靜圖; 陳瀅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692 跨世紀的產業推手: 20個與臺灣共同成長的故事李俊明等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708 大耳朵超人 希希.貝爾(Cece Bell)著; 大衛.拉斯基(David Lasky)上色;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715 誰偷了維梅爾? 布露.巴利葉特(Blue Balliett)著; 布萊特.赫奎斯特(Brett Helquist)繪; 蔡慧菁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722 狐說八道. 3, 神采小飛羊 劉思源文; 九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739 小天才大益智. 3: 七節課環遊世界 肯恩.詹寧斯(Ken Jennings)著; 麥可.勞瑞繪; 蔡菁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746 誰在團隊搞破壞! 羅伯特.M.加爾福特(Robert M. Galford), 鮑伯.福瑞奇(Bob Frisch), 凱瑞.格林(Cary Greene)作; 謝儀霏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753 媒體,寶物或怪獸? 陳國祥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760 思考的脈絡: 創新,可能不擴散 蕭瑞麟作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4790777 十隻腳趾頭 卡洛琳.珍.雀爾屈(Caroline Jayne Church)作; 高明美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784 瘟疫與人: 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 楊玉齡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0784 瘟疫與人: 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 楊玉齡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0791 看漫畫,學論語 王文華文字; Sana漫畫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0814 無印良品: 簡單、美味、豐富的Café & Meal MUJI食譜Café & Meal MUJI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821 本質思考: MIT菁英這樣找到問題根源,解決困境平井孝志著; 吳怡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838 100個耶誕老公公 谷口智則文.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845 森林裡的起司村 貝果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876 穿越故宮大冒險. 1: 翠玉白菜上的蒙古女孩 鄭宗弦著; Noveala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883 低欲望社會 大前研一著; 駱香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890 77個擁抱: 一場冒險,看見自己 劉若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906 動物和我 林良文; 趙國宗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937 窮小子變世界名人: 預測專家林英祥與他不可預料的人生熊明德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944 回臺灣買靈魂: 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 黃勝雄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944 回臺灣買靈魂: 門諾醫院.黃勝雄醫師回憶錄 黃勝雄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951 神探噴射雞. 2, 耍賴哎屁屁 蕭逸清文; 陳佳蕙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968 羅輯思維: 中國為什麼有前途 羅振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975 正向思考不是你想的那樣: 讓你動力滿滿、務實逐夢的動機新科學歐廷珍(Gabriele Oettingen)作; 楊玉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982 解事者: 複雜的事我簡單說明白 蘭德爾.門羅(Randall Munroe)著; 張瑞棋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1002 閱讀的力量: 改變生命的閱讀之旅 吳錦勳等採訪撰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019 全民跳芭蕾 芭蕾群陰(Ballet Monster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1026 艾莉絲的莫內花園: 天才自閉症女孩的彩繪人生阿菈貝拉.卡特-強森(Arabella Carter-Johnson)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040 搶不走的競爭力: 閱讀的力量. 2 宋芳綺等採訪撰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064 被討厭的商機: 提供好服務,創造新價值 傑.貝爾(Jay Baer)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071 停滯的年代 薩特雅吉特.達斯(Satyajit Das)著; 許瑞宋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27 哈佛嚴選管理錦囊 <>全球繁體中文版編輯室編; 張茂芸, 林麗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27 哈佛嚴選管理錦囊 <>全球繁體中文版編輯室編; 張茂芸, 林麗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34 跟著哈佛修練職場好關係: 深諳人際管理箇中三昧,讓經理人-建立人和好身手+解決跨部門難題+發揮廣泛影響力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琳達.希爾(Linda A. Hill)等作; 劉純佑, 吳佩玲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34 跟著哈佛修練職場好關係: 深諳人際管理箇中三昧,讓經理人-建立人和好身手+解決跨部門難題+發揮廣泛影響力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琳達.希爾(Linda A. Hill)等作; 劉純佑, 吳佩玲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5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459 民藝之國日本 柳宗悅著; 張魯,徐藝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73 漂亮小圖紙雕書 Garden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80 草花動物紙雕書 Garden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965 零下廚經驗也能學會的121道家常料理: 不忙不亂作好菜牧野直子著;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6453 社子島: 囚禁半世紀,被遺忘的孤島! 楊麗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093 地球另一端的小朋友,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世界五大洲 我想認識更多亞歷山大.米薩哲(Alexsandre Messager)著; 葛多卡菲克工坊(L’Atelier Gartographik)繪; 林逸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8197 別傻了這才是神戶: 夜景.六甲山.西式點心...49個不為人知的潛規則都會生活研究專案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905 翻轉.動物地圖: 一邊學一邊玩的折疊地圖書中書托馬斯.杜馬(Tomáš Tůma)作.繪; 卓妙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1912 無麩質+無蛋奶: 遠離過敏原的歐式甜點 史蒂芬妮.李伯作; 薛文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929 幽靈: 日本的鬼 柴克.戴維森(Zack Davisson)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950 別傻了這才是靜岡: 茶鄉.炒麵.表富士.旅館數量No.1…49個不為人知的潛規則都會生活研究專案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981 創造聖經的城市們 羅伯特.嘉吉(Robert Cargill)著; 吳煒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1201 戰國武器甲冑事典 中西豪, 大山格監修;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218 東京23話 山內麻里子著; 李曖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232 真田三代 平山優著; 月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256 切腹的日本史 大野敏明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263 校園綠色廚房 宋秉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1294 土地正義: 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徐世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304 菊與刀: 日本的文化模式 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 陸徵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9366335 10個偉大的帝國 伊姆雷.費涅(Imre Feiner)作; 羅宏.史蒂芬諾(Laurent Stefano)繪; 陳文瑤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359 散步山城歲月 曾光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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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僧伽林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4

遠足文化



9789868936362 以佛法談企業的本質與實踐 釋法藏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36379 比丘戒傳授儀範 釋法藏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499 感動瞬間: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05 視覺設計創作報告 黃文宗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246 FinTech引爆金融革命 Nikkei Computer著; 汪平, 金恬然, 皇甫彥帝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260 跟著台達 蓋出綠建築 臺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412 拜拜必備寶典: 學會正確拜拜的第一堂課 妙清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450 The Deep潛意識投射卡 黃喬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467 滑雪初體驗 冒險葉, 阿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474 八字集議. 戊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30481 婚禮玩花樣: 不凋花.乾燥花.仿真花 王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107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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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迅雲端



9789863192145 鋼鐵德魯伊. 7, 破滅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152 地獄夜總會 賽門.葛林(Simon R. Green)作;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169 命途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176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92213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92183 制服至上. 3, 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206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92190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815294 樓下的房客 九把刀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92220 預言之海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237 神之鄉 左萱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2244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192251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92275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2282 武道狂之詩. 卷18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312 阿里山林鐵奇事 簡嘉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231 擬真摺紙. 2, 空中飛翔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48 雪貂的飼養法 大野瑞繪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55 立體組合摺紙 新宮文明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62 有型有色的動物摺紙 HEVIO TAMAMURA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79 浪漫旅程: 露露與妮娜的追愛冒險著色繪本 INKO KOTORIYAMA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86 擬真摺紙. 3, 陸上行走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293 追求健康,這些事情不要做! 宇多川久美子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09 摺紙寵物夢幻島 淵本宗司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漢欣文化



9789576867316 禮物包裝教科書 包裝工場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23 超可愛的動物摺紙 丹羽兌子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47 魔法蛋糕: 來自法國的新口感魔法蛋糕 飯田順子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5461 3D立體童話劇場: 白雪公主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478 3D立體童話劇場: 阿拉丁神燈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485 3D立體童話劇場: 睡美人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492 3D立體童話劇場: 小紅帽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08 3D立體童話劇場: 三隻小豬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15 3D立體童話劇場: 小美人魚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22 3D立體童話劇場: 勇敢的小錫兵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39 3D立體童話劇場: 穿長靴的貓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46 3D立體童話劇場: 小木偶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53 3D立體童話劇場: 灰姑娘 Tony Wolf繪圖 其他 1

9789862925591 NASA: 一場人類冒險特展 導覽手冊 邱豔翎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07 天才藝術家: 林布蘭 Stefano Zuffi作; 蔣文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14 天才藝術家: 塞尚 Maurizia Tazartes作; 蔣文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21 倫敦國家美術館 Daniela Tarabra作; 黃河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38 天才藝術家: 高更 Gabriele Crepaldi作; 許丹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52 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 Simonetta Pelusi作; 白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69 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 Paola Rapelli作; 鄭昕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676 開羅埃及博物館 Silvia Einaudi作; 桑蘶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閣林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臺東打字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703 高崇熙回憶錄: 謙沖踏實-臺東博士省議員高崇熙高崇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680 <>食藥養生速查圖典 石晶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697 手繪文字可愛練習本 mizutama, Shimada Hiromi, Takahashi Nana作; 周妙貞譯 平裝 1

9789869277235 煮1杯講究的咖啡 宮宗俊太監修; 沙子芳譯 平裝 1

9789869277266 描摹畫畫初學本FIRST BOOK ありむらあや作; 左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280 自在京都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5747 南國秘境沖繩跳島慢旅行 かいはたみち作; 黃真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5761 可愛進階 免捏飯糰: 野餐X飯盒X輕午餐,除了方便、更要討你開心!しらいしやすこ監修; 周欣芃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910 Guide to mixMIX: the key to optimise traffic signal settings for mixed flow with motorbikesChen, Yen-Hsiang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614 我的花園 凱文.漢克斯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45 蟲蟲捉迷藏 Group Columbus文;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76 這是頭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690 這是箱子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99 家長補習班 浜田桂子文.圖; 游蕾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805 誰的小褲褲 今井弓子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綠波章魚



9789864400850 去小莉家過夜 瑪莉莎賓娜.路索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898 奶奶的城市 蘿倫.凱斯提羅(Lauren Castillo)作;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04 小白兔,跳啊跳 凱文.漢克斯(Kevin Henkes)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86 夢想中的陀螺 陳玉金文; 呂游銘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8962 技術高中英文(C版). IV 劉宜君, Martin Mullaney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78979 新非選BOOK: 不可不選的統測英文非選寶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816 My favorite duets Green Gecko Music Studio[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98823 My first duets Green Gecko Music Studio[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98847 The syncopated clock and other leroy anderson favoritesEditor Green Gecko Music Studi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46969 職場心理學,你懂多少? 陳嘉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18 做人放下身段,做事不擇手段 榴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25 道歉: 比你想像中的力量還要大 張楚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32 博奕: 世事如棋,人生如局 宿春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49 錯覺力: 我最棒是一種可怕的錯覺 上官昊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碩亞數碼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遠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784 中階日本語. 上 ひらかわ みほ作; 郭欣怡編修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34838 殷勤款待.日式服務(中級) (株)JTB総合研究所編集; 王珍妮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8238 洗澡囉 蕾絲莉.派翠賽里(Leslie Patricelli)著;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245 去尿尿 蕾絲莉.派翠賽里(Leslie Patricelli)著; 陳思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313 不生氣的心: 人生有九成的事都不值得生氣 枡野俊明著; 鄭舜瓏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8436 超級偵探海莉 露薏絲.菲茲修(Louise Fitzhugh)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443 復活的軍團: 秦始皇陵兵馬俑發現之謎 岳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8467 我的寫寫畫畫書 里卡多.希利.林尼耶斯(Ricardo Siri Liniers)文.圖; 呂奕欣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528 寫字的浪漫: 最關鍵「侯式黃金結構8法」與絕美詩詞,教你寫出美字的靈魂侯信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535 寫字的勇氣: 最精闢「侯式黃金筆畫8法」與超強成語,帶你尋回手寫的自信侯信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566 愛寫詩的小蝙蝠 藍道.傑瑞爾(Randall Jarrell)著; 呂玉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603 創造連結: 用設計創造有同理心的社會 莎賓娜.維德伍(Sabine Wildevuur)團隊著; 顏志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10 美行小練習: 鋼筆冠軍葉曄獨創的50個小練習,帶你享受行雲流水的行書寫法葉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27 手寫美行: 鋼筆字冠軍葉曄,教你寫出最美、最具個人風格、最實用的行書葉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34 美保的私房畫畫學習帳 蔡美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41 教養,你可以做得更好: 勇於承擔父母的責任,相信管教的力量Leonard Sax著; 洪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58 奇幻叢林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65 招財貓學校 北愛理 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672 荒野之狼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柯晏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689 太閤記: 天下人豐臣秀吉 司馬遼太郎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278696 太閤記: 天下人豐臣秀吉 司馬遼太郎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278719 安啦!安啦!雷公到我家 長谷川義史 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流



9789573278726 安啦!安啦!鬼來了 長谷川義史 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733 我跑步,所以我存在: 美國跑步教父關於運動的18種思索喬治.席翰(George Sheehan)著; 歐陽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740 無知的力量: 勇敢面對一無所知,創意由此發生 傑米.荷姆斯( Jamie Holmes)著;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757 禪繞畫之書.入門 芮克.羅伯茲(Rick Roberts), 瑪莉亞.湯瑪斯(Maria Thomas)作; 蘿拉, 戴寧, 戴安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3278764 莫斯科謎題359: 跟戰鬥民族一起鍛鍊數學金頭腦波里斯.寇戴明斯基(Boris A. Kordemsky)著;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771 靜下心去愛 洪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788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 小倉廣著; 楊明綺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8795 一秒大驚奇: 充滿有趣知識的時間小百科 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文.圖; 王心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801 想像五年後的你: 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實踐,啟動夢想的21堂課李恕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825 雲豹的屋頂 王春子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832 用九柑仔店: 守護暖心的所在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856 空想科學讀本: 超級英雄也有職業傷害 柳田理科雄著; 談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174 恐龍最愛小褲褲 克萊兒.弗里德曼(Claire Freedman)文; 班.寇特(Ben Cort)圖; 陳思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181 外星人愛小褲褲 克萊兒.弗里德曼(Claire Freedman)文; 班.寇特(Ben Cort)圖; 陳思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11 通往海底的奇妙旅程 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6047 古藝薪傳 展新貌: 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臺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全體理監事及會員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300 省初會員作品集. 2016: 翰墨千秋 王東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悠遊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5

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省初書畫研究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0121 街藝狂饗: 臺南市悠遊畫會會員作品集. 2016 王俊夫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201 名孚商界: 臺南市商業會七十週年慶特刊 孫秀緣, 李謙易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842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會編輯平裝 1

9789868889842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臺南市鯤瀛詩社,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會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123 Taiwan preschool English classes: montessori and non-montessori approachesElena Yakovleva著 平裝 1

9789865897239 爰YUAN: many causes,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book...賴文櫻著 平裝 1

9789865897246 ∞無限Various possibilities that have no limitations 賴文櫻著 平裝 1

9789865897253 LivEng Kaohsiung: 高雄.英友盡遊 陳瑞山, 謝作偉, 關思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507 學習是無礙的青春 曾璧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14 孤獨?我不! 張芽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21 []魠餘 林淑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社大土道公民寫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鯤瀛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商業會



9789869358538 饅頭阿嬤學寫作 董育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45 說故事的鐵支路 陳宜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52 那一片向晚的天空 吳坤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69 向著陽光,生活裡的花季 藍仙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76 堅韌而生,臺南的長女! 苓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583 說吧!塵事 少女耆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079 基礎片語(學用版)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086 基礎片語(測驗版)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7093 基礎片語(教用版)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000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四 吳宛靜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307017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烏野薰作 第二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349 太空生物學 李炎著 平裝 1

9789869309356 缺氧、癌症、高壓氧之糾結 陳興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榜首英語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270 一個人用日語一直聊、一直聊 李青芬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161 「承先啟後.文創續航」教學卓越計畫A1. 104-105年度: 培育充實專業.邁向就業 活動成果發表研習手冊培訓成果專刊. II黃鈴池主編 平裝 2

9789865615178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 黃鈴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003 高(加)壓氧基礎知識入門及臨床應用 陳世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027 高(加)壓氧治療學 陳世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828 清晨嗎哪90天. 5, 出埃及記、約伯記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2274 豪記龍虎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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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鳳凰文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福島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9789868511927 漢字點亮心燈 蔡漁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027 蜂潮來襲: 女性領導時代來臨 周郁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4820 丹麥歷險記 李浩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837 彩妝師教你打造百變女神妝 莫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844 彩妝師教你2倍大眼睫毛化妝術 莫菱作 平裝 1

9789862254875 緬甸歷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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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30478 完全解讀高中複習講義: 基礎化學1-2冊 黃拓, 陳真編 平裝 1

9789864330485 主題式國文複習講義 周紹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456 渡岸法光 奧修(OSHO)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090 心的流淌 王幼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06 回到五0年代: 五0年代的克難生活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918 感恩與懷德. 第四集: 衛護蔣公七十年 魯炳炎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012 紅黑夢 笑天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765 銘傳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第十三屆 銘傳大學建築系第十三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9789869307765 銘傳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第十三屆 銘傳大學建築系第十三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9789869307765 銘傳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作品集. 第十三屆 銘傳大學建築系第十三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00 銘傳大學經濟與統計大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銘傳大學經濟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銘傳大學經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閎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銘傳大學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雅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17 銘傳大學應中所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八屆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706 幸福 潘家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751 體驗聖言深入主懷甲年 房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768 安平天主教文物館典藏簡介 費格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9381 從轉化到重生: 髮藝美學及其造形創作之詮釋 謝清秀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1735 我們都是一家人 蔡勝德文; 王莉雅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1969 百年色辭典: 一次掌握色彩流行史、設計代表作、配色靈感,打造出最吸睛與富品味的美感色彩凱蒂.葛林伍德(Katie Greenwood)著; 呂奕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1976 在天才學生宿舍遇見未來大科學家: 打開奇想的大門,走進科學中的文學、詩意與美高野文子著; 戴偉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444 看得見的滋味: INFOGRAPHIC!世界最受歡迎美食的故事、數據與視覺資訊圖表蘿拉.洛威(Laura Rowe)著; 維琪.托那(Vicki Turner)繪; 鄭百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0451 丈量宇宙: INFOGRAPHIC!一眼秒懂全宇宙!100幅視覺資訊圖表,穿梭140億年星際太空斯圖爾特.樓(Stuart Lowe), 克里斯.諾斯(Chris North)著; 蔡承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0468 極簡,豐盛!一碗即全餐的健康新時尚 安娜.席玲羅.漢普頓(Anna Shillinglaw Hampton)著; 楊雯珺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頂庄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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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睿煜



9789869310475 極簡,豐盛!: 一鍋搞定全球經典菜色 莎賓娜.弗達-侯樂(Sabrina Fauda-Rôle)著; 羅苑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482 導演之路: 世界級金獎導演分享創作觀點、敘事美學、導演視野,以及如何引導團隊發揮極致創造力麥克.古瑞吉(Mike Goodridge)著; 黃政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0499 神與狗的賭注 安德列.亞歷克斯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304 花體字聖經: 從圖拉真字母、哥德體到新藝術體, 100種貫穿古今的藝術字體完全剖析詳細解說書寫步驟、字形特徵,掌握經典歐文書法的魅力大衛.哈里斯(David Harris)著; 蘇逸如,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4328 學會3的神邏輯,溝通不再有廢言 八幡紕蘆史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342 這樣WORK才WORK!識破多工的效率迷思,擺脫超時賣命的職場陷阱東尼.史瓦茲(Tony Schwartz), 金.高梅茲(Jean Gomes), 凱薩琳.麥卡錫(Catherine McCarthy)合著; 趙慧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4359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第六期: 梅洛龐蒂:以人文科學改造現象學劉國英, 張燦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366 破浪!海洋獨木舟玩家攻略 蘇達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373 跑者時代: 馬拉松的魔咒,奔向2小時紀錄的歷史、科學與他們的故事艾德.席澤(Ed Caesar)著; 蔣宜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380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五輯 許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397 茶與茶人: 22則茶的故事,揭開茶的前世今生 王旭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207 幻想博物館: 兩隻迷路貓遇見太古動物的化身冒險Higuchi Yuko著; 墨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214 英式風味調茶: 19款經典不敗配方x19款創意新鮮風味楊玉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221 英雄的權謀力: 王浩一的歷史筆記. 伍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238 Higuchi Yuko作品集: 貓、蘑菇、女孩的奇想世界樋口裕子作; 黃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6245 未來的競爭力不是競爭: 從針鋒相對到合作共享,翻轉思維重寫經濟法則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252 大難時代: 是誰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機、次級房貸風暴、公司組織崩壞?我們對危險視而不見,終於大難臨頭!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著; 趙慧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6269 生死愛欲.I, 從希臘神話到基督教 張燦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929 關於人生的7項財務思考: 7堂一定要懂的理財投資x人生規劃必修課謝劍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928 懷舊製造所: 記憶、時間與老去的抒情三重奏 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著; 謝樹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935 英式風味調茶: 19款經典不敗配方x19款創意新鮮風味楊玉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942 破浪!海洋獨木舟玩家攻略 蘇達貞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062 慧光集. 67,修心利刃輪釋 達瑪繞傑達造論;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講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846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4學年度廖英琪等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754 SLASH 時尚設計系101級專刊編輯小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96808 城市的日常 文化與創意產業發展新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劉典謨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822 揮灑生命的五色筆: 走進悅讀與舒寫的世界 李宗定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884 實踐設計學報Praxes. 第十期 丑宛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723 家非吾家: 道者之身及其建築 謝宗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出版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853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2年考古題. A-D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賴素綢譯 一版 其他 2

9789866096860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2年考古題. E-F級 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 賴素綢譯 一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617 創意、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實踐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2753 高級肌力訓練解剖聖經 Frédé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作; 李恆儒, 宋季純, 韓立祥譯 平裝 1

9789863123125 Microsoft Excel 2016商用範例實作 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538 HTML5+CSS3最強圖解實戰講座 草野あけみ作; 林蕙如, 陳禹豪譯 其他 1

9789863123545 用五角大廈訓練法鍛練『抗壓力』: 帶你走出逆境,發揮100%の實力Kaizon Cote著; 許郁文譯 平裝 1

9789863123552 Unity 3D遊戲設計實例講堂: 人氣遊戲這麼做! 賴祐吉, 姚智原, 陳國瑋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3569 手帳事典: 幫你找到適合自己的手帳!選購手帳的最強指南!日本手帖の会作; 陸蕙貽譯 平裝 1

9789863123576 日用品學問大: 342種日本熱門好物大集合 Nikkei Trendy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863123583 暖暖多肉花園: 養護、組盆、培育的知識 Frank Chang作 平裝 1

9789863123590 即學即用!超簡單的Excel樞鈕分析數據整理快又有效きたみあきこ著; 吳嘉芳譯 其他 1

9789863123606 ASP.NET 4.6網頁製作徹底研究-使用Visual Basic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3613 最新Java 8程式語言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23637 Mini CupCake好想咬一口: 超可愛造型甜點.袖珍模型玩上癮林惠惠, 羅鈺勳作 平裝 1

9789863123644 9-99歲電腦我也會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23675 Python函式庫語法範例字典 池內孝啟等作; 林子政譯 平裝 1

9789863123729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文具雜貨產品設計知識 日経デザイン編; 沈昶甫譯 平裝 1

9789863123743 三步驟搞定!最強Excel數據彙整與計算高段技法不二桜作; 許郁文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9789863123804 親子都上癮的科學魔術秀: 30秒備好材料,馬上動手玩!渡邊儀輝著; 黃經良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95773 九天殺神傳 墨回頭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098330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8507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9861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98729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098736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098743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098750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8811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099535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099542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09896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09985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099467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99474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99481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09981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9979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09964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099658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90183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99221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0206 奇蹟戰神 沒落的遊吟詩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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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頻文化



978986409967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09978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9689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9764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0213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9984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0220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99696 全職真仙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099801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0237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099757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0244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099702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412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251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268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0275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429 武登絕頂我為峰 胡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099825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099832 全能武神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9958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771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59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099603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099610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299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589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09972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46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96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124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09973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69095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99955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9962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1005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1012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1333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09997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0602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061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1258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134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99986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099993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90008 妖孽敗家子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69010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11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121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138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350 契約娘子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367 契約娘子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374 契約娘子 八月薇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381 葉底青梅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398 葉底青梅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404 葉底青梅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411 葉底青梅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428 葉底青梅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098767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0992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1074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1364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1708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098774 神醫風流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098781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0985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1265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044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097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1289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150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171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048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49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503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51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53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527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534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541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1524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0558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127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1579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0565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91081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91388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91562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90572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1050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1296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1746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063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64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657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66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517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1678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67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9110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9139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9155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9179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90688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90695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1111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1401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0701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1128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1418 丹師劍宗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071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9109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9142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90831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0848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0855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0862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0749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756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763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770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787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794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800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0817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0824 厚黑相爺妻 時鏡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0879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0886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0893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0909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0916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0923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0930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0947 妙偶天成 冬天的柳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1043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691722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69117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1180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119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120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210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91227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1739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1449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1777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1234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176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195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131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148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178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221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1586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1593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1609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1616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623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1630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1647 娘子金算盤 繡寒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165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2088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1661 超凡狂醫 日月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1807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1814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1821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1838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845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1852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1869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1876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1883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91890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91913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2446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2682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192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9218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9250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91937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246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2828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1944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200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243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69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2019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2491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2613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2835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2026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03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2040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05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224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225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289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281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206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45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265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2101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2644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211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9267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9284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9212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251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288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327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2156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2873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2163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92477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9263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292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222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2231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2262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279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286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293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450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30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3436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2323 萌妃嫁到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330 萌妃嫁到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347 萌妃嫁到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354 萌妃嫁到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2361 萌妃嫁到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378 萌妃嫁到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2392 拳碎星河 一拳超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408 拳碎星河 一拳超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415 拳碎星河 一拳超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422 拳碎星河 一拳超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443 拳碎星河 一拳超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538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9290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693283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692545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3382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3559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255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92576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583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590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606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634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712 皇子搶頭婚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729 皇子搶頭婚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736 皇子搶頭婚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743 皇子搶頭婚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2750 皇子搶頭婚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2767 皇子搶頭婚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2958 謝齊人家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2965 謝齊人家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2972 謝齊人家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2989 謝齊人家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2996 謝齊人家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3009 謝齊人家 殺豬刀的溫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309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339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356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391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402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3108 亂世星尊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93115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3740 仙靈九變 幻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362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3764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401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3160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3429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3177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3184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3191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3207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214 無上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323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346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9380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9396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9324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93542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9407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9358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405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325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3269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361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399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3313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4297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3320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3337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3344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4044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3351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9337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9360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9377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94006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9430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93498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3733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351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9409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93528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4365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353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378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434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455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3641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4525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3719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4082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4570 命運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3726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4358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4563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3818 意千寵之食在好妻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3825 意千寵之食在好妻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3832 意千寵之食在好妻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3849 意千寵之食在好妻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3856 意千寵之食在好妻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3863 意千寵之食在好妻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486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5096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3924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431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3931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693955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4587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4242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459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488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527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427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485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515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522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428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487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513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445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695263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94464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5119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5461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4471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4488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5218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449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9484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9512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9528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9451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9483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9523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94747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4754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69476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95355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9477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534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4792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5294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5041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505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547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5065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543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5089 武極狂潮 無恥盜賊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536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5393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462 龍旗餘暉: 大清帝國船艦圖集. 1895-1911 姚開陽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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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320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 釋見如指導; 林光明編修 初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52918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57180 槍靈少女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8

送存冊數共計：398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嘉豐



9789864602483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3794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3800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4418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4425 星河霸血 王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381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382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3831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3848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446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447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448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449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3930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4951 鴻蒙劍尊 君無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3992 絕命拍檔 鬱兔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067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4968 靈武至尊 孤獨的霍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4623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4173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4197 制約天使 DARK櫻薰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4333 終焉之島X兵器少女 八爪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4340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4357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4364 魔法校草★颯爽變身 青鷹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4371 病嬌弟弟好可怕 帝華席亞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4388 歡迎來到國安局特殊單位!XVIII! 宴平樂作 平裝 第1卷 1

9789864604906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4913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4920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4937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4944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4999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002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293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5309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5590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019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026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439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5446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5033 學園外傳: 這樣的真王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1

9789864605040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057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071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088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095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5101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5620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637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16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0517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0518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0519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05385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5415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422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453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460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477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606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5514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5538 萬界獨尊 青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545 終焉之島X兵器少女 八爪魚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552 病嬌弟弟好可怕 帝華席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569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576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583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651 魔紋煉金術師 理千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675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682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699 冒牌大神仙 雲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705 歡迎來到國安局特殊單位!XVIII! 宴平樂作 平裝 第2卷 1

9789864606504 歡迎來到國安局特殊單位!XVIII! 宴平樂作 平裝 第3卷 1

9789864605712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729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736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743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750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76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774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5781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5798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5804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573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06580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05859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6597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603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586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0587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0588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0589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0661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0662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0663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06641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05903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5910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6658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665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6672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6689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5927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5934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5958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5965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511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6696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6702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5941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726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5972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5989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6719 刀劍都市 左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870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6757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6764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6771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6788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6061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6054 輪迴之主 何不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092 終焉之島X兵器少女 八爪魚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115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6733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6740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6139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06849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06856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06153 魔法校草★颯爽變身 青鷹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832 冥變 納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6191 武途 無宇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6221 冒牌大神仙 雲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238 冒牌大神仙 雲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245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6252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269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276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6818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6825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290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6917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6924 狂霸星醫 帝夜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6306 千劫鎮魔 燕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320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6337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344 異界之門 鋼大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6351 異界之門 鋼大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368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6375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399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6405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412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6429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436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443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6450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6887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894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6900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7099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7105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7112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6467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6474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6481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6498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7082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528 絕世邪神 翰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6535 絕世邪神 翰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6542 菜鳥之王 某宅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6559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795 絕世邪神 翰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801 絕世邪神 翰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6931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6948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7389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7396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419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7426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7433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6955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6962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143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7150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7167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174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7402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6979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6986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7860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7877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6993 病嬌弟弟好可怕 帝華席亞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006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013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839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7846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7853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037 異界之門 鋼大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440 異界之門 鋼大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044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280 銀河暴徒 憤怒煙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7075 歡迎來到國安局特殊單位!XVIII! 宴平樂作 平裝 第4卷 1

9789864607129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7136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7181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7198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7204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7211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7297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7303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7228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7235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0731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0732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0733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07341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07242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7259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7358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7365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7372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7266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7273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745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0746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07471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0815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0816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08171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07488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7495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8140 虛聖 星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8447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8454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7501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7518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7525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7532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8232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8249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7549 菜鳥之王 某宅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7556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7563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8294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8300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7570 武祖魂帝 沉淪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7587 在非人類高中就是要活著畢業呀!不然要幹嘛? 雷明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587 在非人類高中就是要活著畢業呀!不然要幹嘛? 雷明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617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7624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8614 大劍聖 新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763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0764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0848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08492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07655 魔法校草★颯爽變身 青鷹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662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679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8560 問妖經 周無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7686 終焉之島X兵器少女 八爪魚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709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8317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7723 禁斷凶獸少女的不當召喚法❤ 二迴林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730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7747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7754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7761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8584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8591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8607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7792 冒牌大神仙 雲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577 冒牌大神仙 雲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7808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256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8263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7815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822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938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8348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8355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884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891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7945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8324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8331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7907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914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508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8515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7921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8270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287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7952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7969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7976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7983 我的室友是阿飄 鬱兔作 平裝 1

9789864607990 怪異幽冥尋物所: 您今天遺失了眼睛,鼻子,還是人生呢?DARK櫻薰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8003 大小姐的貼身神醫 狂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8010 大小姐的貼身神醫 狂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8027 全民武俠時代 秋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8034 全民武俠時代 秋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8041 全民武俠時代 秋玄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8751 全民武俠時代 秋玄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072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8058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8065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8089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8096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8683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08690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08706 異路天驕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8102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08119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0812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08188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8195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08201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08218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8225 病嬌弟弟好可怕 帝華席亞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362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379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8386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839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8409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8416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8423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08430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8522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8539 異界之門 鋼大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8744 異界之門 鋼大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8546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8638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8645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8652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8669 青青何盼草 姒情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2179 饕餮食堂. 1, 神獸轉生 逢時作 平裝 1

9789864608676 神眷者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08713 怪異幽冥尋物所: 您今天遺失了眼睛,鼻子,還是人生呢?DARK櫻薰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8737 三界獸王 九命怪貓作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8768 盜取大唐 東風肥馬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08799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08812 蜂舞 貓邏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882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08843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08874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8881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8898 菜鳥之王 某宅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8904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8911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8928 美女的超級戰神 一絲不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8935 大小姐的貼身神醫 狂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08942 大小姐的貼身神醫 狂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8959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08966 信仰神格 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8973 狂武 君不正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8980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899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09024 天命至尊 火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9031 魔法校草★颯爽變身 青鷹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09048 青青何盼草 姒情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09055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9062 仙棺 老鬼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9079 在非人類高中就是要活著畢業呀!不然要幹嘛? 雷明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09086 九泉歸來 子莫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09116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09093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9109 箭皇 君臨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09130 萬劍神尊 天宇之上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9154 刀碎星河 豬小小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09161 混沌無敵 風聖大鵬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09192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09512 無敵至聖 端木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09215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09222 太陰黑蓮經 一騎絕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09239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09246 八荒武神 邵小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0925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09475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09314 少年土地公: 紀事本末 楊寒作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9217 臺灣土地銀行七十年紀念特刊 高明賢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720 記錄聲音的歷史: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 第七期林東璟, 曾冠傑, 周維朋助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2

送存冊數共計：382

臺灣土地銀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151 中華大字典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臺七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4332595 四部備要書目提要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輯 重製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4186 四部備要. 史部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35961 四部備要. 子部 重製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405 全臺灣高爾夫球場介紹 姬井誠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4172 零零的世界: 包幸福 幸福包 劉碧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009 跨界發聲 看見臺灣國際移工的真實身影: 移民工影音獎成果專書. 2015-2016徐瑞希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0825 英語語言管理操作手冊. 國小、國中篇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語言管理工作小組編著; 陳超明主編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日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手藝學園

臺灣中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30667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1343 月界金融末世錄 支倉凍砂作; 鏡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718 在下坂本, 有何貴幹? 佐野菜見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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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864732432 萬能鑑定士Q的事件簿 松岡圭祐原作; 神江ちず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2685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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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1954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13, 創作者二亞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1992 加速世界. 19, 黑暗星雲的引力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104 日常 あらるけいいち漫畫;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2135 小碧藍幻想!! 菊一文字漫畫; Cygames原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203 魔法衣櫥 ICee編著; Chiya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210 夏風: Izumi作品集 Izum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227 舞武器舞亂伎 咆哮THUNDER 逸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234 LOVE LIVE!School idol diary: μ 's的聖誕節 公野櫻子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241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2258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7, 億千萬的新娘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265 Fate/Prototype蒼銀的碎片 櫻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2272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289 末日時在做什麼?有沒有空?可以來拯救嗎? 枯野瑛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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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2319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1, 問題兒童們歸來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326 花妖愛娜溫的獨白 てにをは作;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333 香魅堂奇譚 羽根川牧人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340 我家執事如是說: 菜鳥主僕推理事件簿 高里椎奈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357 妖怪旅館營業中. 1: 用料理收服鬼神的胃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臺灣角川



9789864732364 摳摳子的綜合口味 綜合口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388 姊嫁物語 森薰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2395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2401 天天都是鯊魚哥 アリムラモハ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418 激戰的魔女之夜 川上稔原作; 劍康之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456 阿玉快跑!被捲入亂七八糟的青春戀愛喜劇還是覺得生在世上真是太好了。比嘉智康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463 OBSTACLE SERIES激戰的魔女之夜 川上稔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470 企業☆女孩. 1, 社長!!出擊時間到了! 神代創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487 末日樂園的葬花少女 鷹野新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494 腦漿炸裂Girl. 6, 我是腦漿炸裂Girl れるりり原案; 吉田惠里香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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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2517 情色漫畫老師. 5, 和泉紗霧初次上學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524 櫻x櫻 森繁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2531 五十嵐與中原的青春交叉口 イサム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548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2555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2562 TYPE-MOON學園: 迷你同樂會! TYPE-MOON原作; 華々つぼみ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2579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2586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一方通行 鎌池和馬原作; 山路新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2593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2609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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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73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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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4732630 弒神少女綺露琪 的良みらん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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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864732654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661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2678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幽靈子彈 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692 29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事與願違!? リュート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708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イシノアヤ插畫;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715 Hello!秋葉原: 連日本人都不知道的驚人魅力 伊東フミ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722 識汝不識丁 酥油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739 凰的男臣. 6, 凰的夫王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760 Avatar虛擬殺機 山田悠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777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 1, 孤島之鬼 江戶川亂步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784 妖怪旅館營業中. 2: 歡迎光臨夕顏小食堂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791 運籌唯握 原宏一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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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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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2838 艦隊Collection陽炎, 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2845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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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2869 黑鋼的魔紋修復士 嬉野秋彥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2876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2883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2890 GAMERS電玩咖!. 2, 天道花憐與冷不防的HAPPY END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06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官方極祕解說集 橘公司原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13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8, 阿克西斯教團 VS.艾莉絲教團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20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2937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Progressive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2944 我就是要玩TRPG!異端法庭閃邊去. 下, 反叛的暗精靈おかゆまさき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51 記錄的地平線. 10, 開拓智域 橙乃ままれ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82 與折原臨也共度黃昏 成田良悟作; 溫朝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002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5, 樂園的守墓人 虎走かける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019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11.5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026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033 成為魔導書作家吧!. 1, >那你要去迷宮採訪嗎?(要/不要)岬鷺宮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040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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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3064 見習神官LV1. 4, 可是,請不要放開這雙手 佐々原史緒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071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3088 我的極品男友 何曜先, 宋禹論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095 京都新旅行. 2017年版 JapanWalker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33163 識汝不識丁 酥油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187 虹色異星人 人間人間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194 我與她的漫畫萌戰記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200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3217 Fate/strange Fake TYPE-MOON原作; 成田良悟作; 韓珮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231 女騎士小姐,我們去血拼吧! 伊藤ヒロ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3378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敗者們的榮耀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3408 我把姊姊的肚子養大了 恩田千路漫畫; 坂井音太原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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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3439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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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3521 櫻x櫻 森繁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3538 機動戰士鋼彈逆襲的夏亞: 貝托蒂嘉的子嗣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さびしうろあきx柳瀨敬之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576 非洲的動物上班族 ガム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590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637 飛魚高校生: 泳敢男孩寫真誌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873 飛魚高校生原創小說 林英杰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06

臺灣東方



9789863381297 不只是地圖 尼克.柯倫(Nick Crane)作; 大衛.迪恩(David Dean)繪; 徐千賀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9080 勿恤有慶: 易經萃生无妄大畜四卦衍義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9566 壓抑不了的熾愛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627 沉睡之森的野玫瑰 タクミユウ作; 黃盈琪譯 平裝 1

9789864751600 就愛棉花糖男孩 梄崎寧々子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617 羊先生郵差 草間さかえ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1624 新.詐欺獵人. 完結篇 夏原武原案; 黑丸漫畫;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1631 武裝機甲Linebarrel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51648 和小痞子同住一個屋簷下 木村あや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655 我的孫悟空(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1662 新.料理仙姬 菊地正太著;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51679 四號x警備: 十聲鐘響 葛井美鳥作; KUMAKO藝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686 要對鄰居保密 鷹丘志成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693 今天我逃離愛情了 天城れの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09 東京地鐵遊. 2017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16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51723 教團X 中村文則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47 面對婚姻,女人要勇敢做自己!: 給受困於丈夫壓力中的妳石原加受子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54 讓你思考翻轉,走向成功的煩惱力 澀谷昌三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61 四季和風拌物 上野直哉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9789864751778 手寫英文花體字入門: 基本字體教學+活用卡片,完全掌握書寫祕訣小田原真喜子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85 日本史超圖解: 探索日本歷史上的100大關鍵時刻後藤武士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792 大人的跑步課: 從挑鞋方法到姿勢調整,跑步技巧大公開白方健一, NAISG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08 我的妹妹把我變成型男了! : 隱蔽技能MAX!宅味退散改造計畫久世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15 玩美繽紛杯子蛋糕50款: 蛋糕體變化x擠花裝飾x翻糖技巧何嘉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22 騙自己的腦: 完勝大腦錯覺詭計的成功法則 西田文郎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39 下午茶必備的英式小茶點: Biscuit & Shortbread 桑原奈津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46 不費工、零失敗!美國媽媽的拿手點心 福田淳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53 危急求生完全手冊: 從遇難到天災,各種狀況下都能活命的終極求生寶典風間林平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11138 佛陀(完全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511145 佛陀(完全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511152 佛陀(完全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512722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512944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513101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513118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2513125 佛陀(典藏版) 手塚治虫原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025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工作坊」. 第十七屆Robert Palisano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528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第十屆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5

早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012 助人是超酷又快樂的行業 陳冠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603 科技資訊分享服務產業政策論文集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7997 建築技術資訊. 第二輯 畢光建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360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施正鋒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302 脊兒的天空 Megumi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脊柱裂病友守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洋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亞瑟網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科技資訊分享服務產業協會



9789869306102 博海藝洋: 臺灣海洋畫會首展專輯 蘇姝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848 紡織材料與科技原理 姚興川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196 C++程式設計藝術(國際版) Paul Deitel, Harvey Deitel原著; 佘步雲編譯 九版 其他 1

9789862803226 Longman phonics 黃思蘋執行編輯 四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803233 Longman phonics 黃思蘋執行編輯 四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803240 Longman phonics 黃思蘋執行編輯 四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2803257 Write to Know: The Art of Effective Paragraph WritingJeffrey Luther, Michael Wu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803288 數位邏輯設計 Thomas L. Floyd原著; 黃炳森, 黃金本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332 資訊管理 Patricia Wallace原著; 陳平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349 朗文小學英檢字彙書 Jason Buddo, 謝璿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356 朗文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作 五版 其他 1

9789862803363 朗文全民英檢初級閱讀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803370 朗文全民英檢初級口說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2803387 朗文全民英檢初級寫作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803486 組合語言 Kip R. Irvine原著; 白能勝, 王國華, 張子庭編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2803493 Achiever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803509 Achiever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803516 行銷管理 Kotler, Armstrong原著; 廖淑伶, 馬友薏編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培生教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218 有趣的科學 明娜.萊西文; 史戴弗諾.陶格奈提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287 透視萬物互動百科 蘇菲.多瓦文; OKIDO工作室圖; 林德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00 蟲蟲大書 烏瓦爾.佐梅爾文圖; 劉維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48 動手玩創意: 妖怪來襲1000創思發明書 費歐娜.華特文; 羅倫.艾利斯, 史黛拉.貝卡克圖; 臺灣麥克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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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575 忘茶味: 北埔.東方美人.茶 古武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612 巨龍的胎動: 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兒慧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314 紡織產業工程入門 林清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902 恩典之路 葉健一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538 眺望太平洋的書房: 路加福音講道集 劉炳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港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山教會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商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508 面對失敗 李子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337 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2016年辛培舜主編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2067 多元繽紛的鄉村旅遊 鄭健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675 臺海藝蹤. 2016 馮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808 結核案例寶典 林慶雄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畫院(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鄉村旅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三民教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8735 臺灣智慧電網技術產業介紹. 2016 林法正, 左峻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8742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2016Faa-Jeng Lin, Chunto Tso[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058759 臺灣スマ一トグリシド技術產業紹介 林法正, 左峻德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320 農人教我們的事: 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 2015 吳音寧等作; 臺灣農村陣線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435 資料探勘於大數據之應用 溫坤禮, 游美利[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6767 Alexander手術全期護理: 手術處置 Jane C. Rothrock作; 田昕旻, 袁淑苹等編譯 第十四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266741 配鏡學總論. 鏡片應用篇 Clifford W. Brooks, Irvin M. Borish作; 李則平等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66758 Seidel身體檢查與評估 Jane W. Ball等作; 袁淑苹等翻譯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9304146 野生動物臨床入門: 外溫動物 Mark A. Mitchell, Thomas N. Tully, JR.作; 林嫥嫥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184 Krause's food & the nutrition care process L. Kathleen Mahan, Janice L. Raymond原著 第14版 精裝 1

9789869338288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下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作; 高上淨, 楊建昌翻譯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338295 跨越醫療專科的實證實務. 上 Tammy Hoffmann, Sally Bennett, Chris Del Mar作; 高上淨, 楊建昌翻譯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359320 人體臨床影像解剖指引 Marios Loukas, Brion Benninger, R. Shane Tubbs原著; 柯翠玲等翻譯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農村陣線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201 傳統整復推拿按摩手法大全 許定獻等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9137 我不是臭狗狗 于雯馨, 塗欣宜文; 趙子瑩, 詹佩茹圖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593 急診創傷基礎暨高級急救術ETBAR訓練教材. 2016廖訓禎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0546 隱形的吶喊: 犯罪被害人心內話 方惠閔等文字; 馬萱人主編 平裝 1

9789868530553 妞妞闖禍了 廢死教育工作小組故事.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062 幸福餐桌: 韓國人氣No.1部落格「妻子的餐桌」開飯了!119道簡單、豐盛、美味的中西式創意料理!洪真熙, 鄭銀貞作; 譚妮如譯 平裝 1

9789861303086 理財效應!十年滾利一千萬: 股票、房地、基、ETF、保險,5種理財工具脫離貧困翻轉財富!張甄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178 真正用得到的經濟學: 日本亞馬遜經濟入門第一名 第一次就看懂金錢與經濟的原理大江英樹著; 張書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185 投資人不可不知的經濟指標全圖解 張順教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192 第一本專為華人寫的賽局與談判 張順教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廣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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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臺灣傳統整復推拿產業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碧波



9789861303215 90%的醫生都誤解癌症: 向癌症存活者學習治療癌症的方法岡本裕作; 鄭佳珍譯 平裝 1

9789861303222 整理雜亂的人生!四個箱子の法則: 馬上可以提升效率、打開人脈、生活富足、美夢成真的思考術!四個箱子普及委員會著; 蔡姿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239 日本銷售第一的椰子油萬用事典: 可吃也可抹,從料理到全身保養的萬能油使用指南!對馬瑠璃子, 柴田真希, 市野小織監修; 鄭睿芝譯 平裝 1

9789861303253 大廚不外傳の黃金比例調醬祕訣571 學研編輯部作; 鄭睿芝譯 平裝 1

9789861303307 天天這樣吃不失智: 日本權威營養師教你「一飯一菜一湯」簡單做、夠營養不退化!村上祥子著; 張育銘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725 豬隻常見疾病臨床診斷與防治 謝文逸, 陳世平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751 普巴金剛儀軌: 無虛善輯 伏藏師珍寶州法王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3655 CNS鋼鐵標準手冊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編 二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8443662 CNS鋼鐵標準手冊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編 二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8443686 CNS鋼鐵標準手冊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編 二版 其他 中冊 1

9789868443648 CNS鋼鐵標準手冊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編 二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3375 生痕旭海 卓幸君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噶千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養豬獸醫師專科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3084 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JCMIT2016)論文集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422 練習說再見 陳芝羽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439 馴人師 羅傑耀圖文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446 散步 袁知芃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453 我不怕黑 吳沛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149 大事因緣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156 淨土教言淺釋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163 往生之路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568 師任堂 林諧利著; 金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繪本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學資訊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317 知食: 用消費改變世界 蒲聲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324 沒有邊界的教室 沈佳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4331 話畫. III: 你從來不知道的50名畫秘辛 李昆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750 泰街頭!泰國街邊熱炒70道美食快速上菜 Sangdad出版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767 泰道地!泰國在地河粉料理快速端上桌 Sangdad Publishing Food Tea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703 喵星人大小事,一本全搞定: 全方向教養及矯正行為問題指南双美寵物專業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710 汪星人大小事,一本全搞定!許狗狗一個美好的未來!双美寵物專業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727 整個家就是日常健身房: 坐著、趴著、躺著,教你怎麼輕鬆瘦!樂媽咪專業瘦身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303 音樂辨微 (清)江永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54310 續古文辭類纂 (清)王先謙纂輯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54327 陽明先生則言 (明)吳興錢校正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54334 水經釋地; 水經注圖說殘槀 (清)孔繼涵, 董祐誠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754341 水經注釋附錄 (清)趙一清撰 二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6628 澄心書會作品集. 四 澄心書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澄心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廣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222 喫茶.大事: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三冊 徐國璽作 精裝 1

9789869310239 且坐.書香: 中華茶席藝術大全. 第四冊 徐國璽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379 184杯濃.純.香豆漿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9265386 心靜字就美 心經習字手本: ㄧ筆ㄧ畫寫出好心靜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297547 浪漫法式美學,職人親授裝飾蛋糕 Giovanna Torrico編著 精裝 1

9789869313520 一筆一畫拼貼你的創意生活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051 好奇者的房間: 歪仔歪詩. 2016 吳緯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343 尋找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關係符號學芻議閻嘯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391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1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正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生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賣田

送存冊數共計：1

德之齋書院



9789866356407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2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14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3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21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4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38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5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45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6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52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1(簡體字版)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69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2(簡體字版)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76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3(簡體字版)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83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4(簡體字版)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490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5(簡體字版)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9789866356506 兒童校園生活實錄. 6(簡體字版) 林拓, 劉勁松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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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2

978986931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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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2

978986931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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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2

97898693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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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93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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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364 健康活到100歲,就該這樣吃 養沛編輯部策劃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371 極簡超圖解.一看就懂得養生王道: 按穴位消病痛養沛文化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388 學會呼吸,活到天年 養沛文化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摩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養沛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3499 讀故事,學交際 陳進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00 盜夢書: 心理醫生偷走了你的夢 靳汝陽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7917 不一樣的佛陀: 佛教故事裏的加持與開示 李得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37 你笑了!好運就來了! 李雲帆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44 讀愛: 從新手到達人的愛情修習課 萱小蕾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68 這樣的女人,男人追著愛: 女神是這樣修煉出來的柳安晴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1975 別讓不會說話害了你 唐牧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22 關係決定命運: 別讓不好意思交際害了你 陳進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39 尋訪美文裏的美景: 循著<>遊日本 陳銘磻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46 攝影師鏡頭裡的美景地圖 陳志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53 寫給全人類小孩看的科學魔法書 陸含英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60 佛法菩提: 佛陀講給眾生聽的故事 李得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77 財神駕到: 財神施財賜福的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84 般若花開: 佛教諸佛最精彩的故事 彭友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9291 畫的心理學: 用圖畫發現潛伏在身體裏的另一個你嚴文華等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01107 看畫讀心: 遇見十年後另一個自己 嚴文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21 天公伯啊!請翻轉我的生命 鳳林心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38 追愛: 真實的愛情故事就在你我身旁 葉子涵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45 畫壺談心 嚴文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52 叩問中道: 生命的終極解脫 陳炳宏, 阿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69 佈局決定格局: 如何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脫穎而出?大商為你指點迷津......王祚彥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76 用音樂開啟人體自癒力 杭士琁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01183 鱻魚の味: 到南方澳吃魚、買魚、認識魚 林文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1190 微養生 林文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00 剎那開悟 李邦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果文化



9789869338417 贏的背面 陳鵬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24 放下,放不下: 發菩提心,讀菩薩故事 彭友智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48 我的手機女友: 一個天才APP少年的校園青春童話和網路歷險記康宏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709 當今天下事.說未來 孫廣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716 天涯若比鄰 丘穎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723 搭公車遊首爾: 為公車旅行家準備的7條首爾微旅行路線李叡娟, 李憓林著;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747 被掩蓋的歷史真相 李啟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2602 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626 我要的首爾,安妞!規劃旅行成功者的第一本書 從初階到玩家,SOP步驟快速上手汪雨菁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640 香港人情味小吃,港仔的巷弄老味道60+ 吳家輝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664 出發!日本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 2016-2017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671 西班牙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688 法國 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695 自以為是的小島休日: 都市男與下鄉狗的濟州島生活鄭宇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01 西藏之旅: 收藏最經典的美景 墨刻, 藏羚羊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18 臺北Power Travel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25 鐵道環臺Day by Day行程規劃書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32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49 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56 臺東Power Travel 林佩君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黎明文化



9789862892763 宜蘭Power Travel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70 加拿大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87 東京下町,邂逅老東京的迷人風景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794 首爾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6-2017 柯玟,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00 俄羅斯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17 沖縄地圖隨身GO. 2016-2017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24 我要的京都,歐嗨唷!規劃旅行成功者的第一本書 從初階到玩家,SOP步驟快速上手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31 曼谷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6-2017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48 美國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部作; 林琴惠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55 臺中Power Travel 紀廷儒, 李晏甄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62 紐約地鐵地圖快易通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79 我要的巴黎,Bonjour!規劃旅行成功者的第一本書從 初階到玩家,SOP步驟快速上手汪雨菁,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86 曼谷清邁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蒙金蘭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893 中美洲 地球の步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09 京都巴士旅行: 500日幣玩遍京都! 許芳菁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61 臺南Power Travel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1603 不想失智,就走路吧! 島田裕之作;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10 古川先生の早起30分鐘生活計劃 古川武士著; 杜悠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680 線性代數(精華版) Howard Anton, Chris Rorres原著; 陳福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697 微積分 藍淑惠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58

樂知



9789869328234 電磁學 林明星, 何銘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525 濃厚甜點: 54道最想學會的簡單奢華甜點 隈部美千代[作]; 沈亮慧譯 平裝 1

9789866252532 助產院×貓森咖啡店160道安產料理: 讓媽媽吃起來安心又美味森洋子, 伊東優子監修; 沈亮慧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961 FanFan的融合x混搭花藝學: 自然自在花浪漫 FanF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78 <>最實用的連載單元集結!初學者也OK的花藝達人精修班Enterbrain著;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85 庭園.露臺.花臺.小栽盆植打造輕園藝質感小日子: 雜貨x植物の綠意角落設計BOOKMUSASHI BOOKS授權;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992 sol x solの懶人多肉小風景: 多肉x仙人掌迷你造景花園松山美紗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001 開心初學小花束: 簡單手法x時尚花藝家飾x迷你花禮走進花藝生活的第一本書小野木彩香著;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352 三境邊界祕話 艾力克.菲耶(Eric Faye)作;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05 法官的被害人: 德國冤案事件簿 湯瑪斯.達恩史戴特(Thomas Darnstädt)著; 鄭惠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29 在世界與我之間 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著;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908 初級英檢寫作 賴素如, Ian Crews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活文化



9789869324915 初級英檢寫作 賴素如, Ian Crews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24922 中級英檢寫作 賴素如, Ian Crews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24939 中級英檢寫作 賴素如, Ian Crews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24946 Vocabulary 2000主題式英文單字書(評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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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6536 讓您不再為關節炎煩惱 丑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43 懂得一點幽默: 人生將不再是枯燥無味 張偉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50 幸福,人生的答案 王瓊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67 老人的生活哲學: 學會照顧自己,不要被命運左右丘榮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74 活得簡單、過得自在的生活小確幸 葉威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81 藥食同源的本草綱目養生圖解 陳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598 家庭中藥地圖: 食療吃補一次就上手 辛茜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706 時間書 張啟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823 我的第一本樂理 Flora主編; 馬小得, 寶kaka繪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暮清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樂活種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寬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德威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404 耳順鉛刀初割: 黃志煌書法首展專集 黃志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668 教宗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V)之羅馬都市計畫(1585-1590)王健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675 明代城隍信仰資料輯錄 林燊祿輯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682 宋代的學術和制度研究紀念選集 金中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05 1950年代臺灣國際觀的塑造: 以黨政宣傳媒體和外來中文刊物為中心林果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12 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 黃自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29 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南亞近代史研究論集 薛化元, 川島真, 洪郁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36 再哂詩聯集 林燊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43 明代城隍信仰資料輯錄. 第二輯 林燊祿輯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102 大清第一家庭: 康熙皇帝一家 楊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157 明 六帝紀 李潔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164 中國霸權的理論與現實 中西輝政著; 李雨青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171 文明史綱: 人類文明的傳承與交流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383 善辨三律儀論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造論; 丹增卓津譯註 平裝 1

9789869013390 甚深伏藏伏藏師成就因緣略傳琉璃莊嚴寶鬘 第一世蔣貢公珠雲丹嘉措造論; 丹增卓津漢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1642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 壽生經 其他 1

9789866621710 陳老師網際網路15億人如何學臺灣俗語、謔詰話押韻辭典陳老師作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35698 投資夢想 創兆未來: 孫正義的創投人生 秦商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04 論語的人生64個感悟 秦漢唐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11 易經的智慧 葉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135728 莊子的智慧 葉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135735 簡明法國史 秦學虞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42 蘋果新世代: 庫克王朝 常少波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59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海倫凱樂自傳 海倫凱勒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73 除了自己,沒人能宣告你的失敗 秦漢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80 聰明女人會裝傻 柔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797 讀諸子百家悟人生大智慧 秦漢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03 大老闆的頂級商業智慧 張俊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10 厚黑學大全. 壹, 絕處逢生 李宗吾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201 力與美的邂逅: 當經典跑車遇上臺灣之美 Martin-Hsu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歐圖斯汽車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達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419 我救回我自己: 又瘦又健康!20歲停經女孩的65道不生病自療食譜Mia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26 30堂千萬房產課 徐佳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33 沒有教不會的狗狗 陳俊杰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418 瘋城遊鄉: 圓夢寫手走讀臺灣 吳孟霖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9474 敦煌學. 第三十二輯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23970 中餐初級烹飪圖解 劉邦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23994 蛋糕裝飾 許正忠, 林倍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435 菩薩行證至彼岸 竹慶本樂仁波切(Dzogchen Ponlop Rinpoche)著; 江涵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442 施身法: <>釋論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Khenpo Tsultrim Gyamtso Rinpoche)著; 蘇珊娜.雪克(Susanna Schefczyk)英譯; 林瑞冠中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寫憶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學

送存冊數共計：2

寫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085 This Way看電影: 提煉電影裡的歷史味 蔣竹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085 This Way看電影: 提煉電影裡的歷史味 蔣竹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092 邁向柏林之路: 德國土地與歷史的迂迴與謎團 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著; 李佳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681 魯托斯拉夫斯基的偶然音樂作曲技法研究 姚恒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698 小號演奏技巧應用: 以第二號小號協奏曲(太魯閣)為例陳錫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735 野思.維野納續篇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986735 野思.維野納續篇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917 發現一頂帽子 雍.卡拉森(Jon Klassen)圖.文; 李貞慧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33986 獵書遊戲 珍妮佛.夏伯里斯.貝特曼(Jennifer Chambliss Bertman)文; 卓妙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4509 黑貓魯道夫. 4: 魯道夫與白雪公主 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4516 貓巧可你選誰 王淑芬作; 尤淑瑜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4523 阿摩的聰明藥 平田明子文; 高畠純圖; 黃惠綺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4530 慌張先生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4547 一張紙玩一首詩: 紙玩+寫詩 簡單做出禮物書 王淑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4554 科學築夢大現場. 1: 一起離開地球上太空!: ARRC自製火箭劉珈均, 魏世昕, ARRC前瞻火箭研究中心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4561 科學築夢大現場. 2: 歡迎光臨機器人時代!: 百變智慧機器人周彥彤作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樂韻



9789869354578 科學築夢大現場. 3: 蛙做的夢是什麼顏色?: 古溼地復育記張文亮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6816 小熊寬寬魔法與魔法提琴. 3, 文字塔大闖關 陳沛慈作; 金角銀角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823 妖怪醫院. 1, 妖怪也會感冒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6830 妖怪醫院. 2, 狸貓宮殿大騷動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6847 妖怪醫院. 4, 真假鬼燈醫生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6854 妖怪醫院. 3, 校園妖怪大作戰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919 小猴子,你要去哪裡? 崔永嬿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71926 替未來尋找一顆星: 來自科展的故事 李屏瑤等作; 陳彥文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926 替未來尋找一顆星: 來自科展的故事 李屏瑤等作; 陳彥文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0936 懷舊糕點. 2: 再現72道古早味 呂鴻禹著; 楊志雄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943 藍帶廚藝學院名師新自傳授: 渡邊麻紀的湯品與燉煮料理渡邊麻紀著; 程馨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950 和孩子一起做料理: 切切炒炒捏捏,從做菜中享受親子之樂李知垠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967 野餐料理用容器輕鬆做: 玻璃、保鮮盒、紙杯、小鑄鐵鍋, 40道料理輕鬆帶著走郭馥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715 靈學寶典: 第三眼之謎 衡山靈學機構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0513 田口護Café Bach咖啡甜點大全: 經典老鋪巴哈咖啡館的正統甜點基礎技巧與63道圖解食譜,咖啡之神獨門搭配心法,一起感受咖啡與甜點共譜出的相乘美味田口文子, 田口護著; 黃薇嬪, 林美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520 Wine Folly: 看圖學葡萄酒 瑪德琳.帕克特(Madeline Puckette), 賈斯汀.哈馬克(Justin Hammack)著; 張一喬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衡山國際心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橘子文化



9789864590537 向巴黎夫人學居家: Madame Chic的6堂優雅生活課珍妮佛.斯科特(Jennifer L. Scott)著; 喬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551 基礎料理解構全書 凱妲.布拉克(Keda Black)作; 斐德列克.盧卡諾(Frédéric Lucano)攝影;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568 向巴黎夫人學風姿: Madame Chic的11堂優雅生活課珍妮佛.斯科特(Jennifer L. Scott)作; 喬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575 老爸的剪紙課: 女兒給父親最深情的手作習題 井上由季子作;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599 全球思維在地行銷: 從O2O到SOLOMO, 成長駭客都在用,50個推動企業驚人成長的網路行銷創新思維歐嘉.米茲赫希(Olga Mizrahi)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12 鹽漬、油封、烘烤、冷藏 食材的熟成與活用 福家征起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335 兩界書 士爾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6380 臺灣政經轉型之下制度變遷 王業立, 宋興洲, 傅恆德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29 月: 中國古代春宮秘戲圖講 殷登國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340267 原來是醬紫: 陸生眼中的臺灣大不同 鄒雨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74 倭製滿洲國: 中國民族主義眼中的他者 張餘生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81 迢迢密使路: 穿梭兩岸密使群像 陳三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06 看!聖經中這些人 密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13 貞節只是個傳說: 你不知道的明清寡婦故事 劉佳, 周晶晶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030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天文望遠鏡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9789869320047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人文博物館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9789869320054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植物小百科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9789869320061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動物大觀園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9789869320078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世界風情畫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9789869320085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生活常識王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學生週刊



9789869320092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我們的身體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9789869369602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2, 科學新天地篇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38815 英檢Easy Go 賴世雄, Bernice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05018 Cinderella Peter S. H. La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5025 Snow White Peter S. H. La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5032 The three little pigs Peter S. H. Lai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5049 Super bear Peter S.H.Lai, Jerri Graham, Sammi Lee[作]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232 Excel student's book. 3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52249 Excel work book. 3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52256 SPEC. 6, Student's book Chris Wait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52263 Super skills book. 6 David Rixon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52270 SPEC. 6, Workbook Chris Wait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534 股海奇兵之散戶語錄 蕭非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541 護城河投資優勢: 巴菲特獲利的唯一法則 派特.多爾西(Pat Dorsey)作;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學生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844 手繪臺中舊城藝術地圖 盧安藝術文化有限公司文稿; 孫少英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1657 德古拉元年 金.紐曼(Kim Newman)著; 黃鴻硯譯 平裝 1

9789865651664 營繕師異譚 小野不由美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671 陰獸 江戶川亂步著; 林哲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688 哭泣童子: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參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695 機龍警察 月村了衛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701 人間椅子 江戶川亂步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819 生涯輔導系列: 面試技巧 陳明琪, 張誠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551 難行要行: 主顧修女會在華傳教史. 1920-1990 吳彥君修女(Sister Ann Colette Wolf, S.P.)著; 王念祖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698 在地社會創新與社區參與: 從課程、企劃到實踐李明穎, 趙芝良, 陳川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醒吾科大

盧安藝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421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個案集. 第I輯 黃銘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11 師生之道: 林惺嶽X顧何忠X楊炯杕X呂浩元X王午聯展梁美慧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615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 第十一冊(乙版). 六年級上學期翁秉仁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622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十一冊, 六年級上學期吳志豪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639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ABC Rocks! 張于玲, 黃珮君, 賴玉倩編撰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330646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ABC Rocks! 張于玲, 黃珮君, 賴玉倩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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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99590 空間資訊技術原理及其應用. 理論基礎篇 趙忠明, 周天穎, 嚴泰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99798 空間資訊技術原理及其應用. 技術應用篇 趙忠明, 周天穎, 嚴泰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99804 Verilog硬體描述語言數位電路設計實務 鄭信源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574999811 輕輕鬆鬆學ArcGIS 10 周天穎, 葉美伶, 吳政庭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儒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256 醫心,熱愛動起來!: 高雄醫學大學暨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在索羅門群島的行醫之旅高雄醫學大學暨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鐘婉綺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7054 明董其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精裝本) 其他 1

9789869247061 清乾隆御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精裝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7078 明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精裝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7085 弘一大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精裝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47092 元趙孟頫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204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國語注音) 寶誌禪師編撰 精裝 1

9789869321211 大佛頂首楞嚴經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21228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428 Jing Si Talinghaga(Unang Aklat) 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9330442 Prayers of the Heart 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9330459 小鴨的咕咕媽(中英對照版)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0466 一秒鐘和一輩子 釋證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30473 Prayers of the Heart Shih Cheng Yen[作] 其他 1

9789869330480 Transforming the mind: sutra of the eight realizations of great beingsShih Cheng Yen作 平裝 1

9789869330497 救命的口袋 釋證嚴講述; 林倩如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1116 醜公主: 證嚴上人說故事 釋證嚴講述; 林祖耀繪圖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1154 Transforming the mind: sutra of the eight realizations of great beingsShih Cheng Yen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學音工作室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靜思人文



9789868991118 視奏進階練習 林則薰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991125 樂理模擬考全真試題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307 享讀。林木間: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 建築師獻給故鄉的中壢第三圖書館蔡瑞麒, 高名孝, 盧俊廷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883 畫道: 十種. 七, 小品畫 姜一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890 溥儒行草書選 溥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920 楊沂孫篆書張橫渠先生東銘 楊沂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937 楊沂孫篆書陶淵明詩 楊沂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76944 于右任草書集春聯 吳鴻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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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8458 時尚歐風甜點 潘楚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465 杯子蛋糕裝飾魔法書 何國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472 在家吃義大利菜 江美君, 簡敏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489 做自己愛吃的麵包 陳國勝, 陳明裡, 陳明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盧俊廷建築師事務所



978986562130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akka(Sixian/Hailu)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Ciin Min Zu, Qi Shau Can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31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akka(Sixian/Hailu)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Ciin Min Zu, Qi Shau Can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29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Hakka(Sixian/Hailu) FluencyMichael Campbell, Ciin Min Zu, Qi Shau Can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21599 Glossika大量句子: 日語流利完整流利訓練 Glossika Team作; Glossika Campbell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605 Glossika大量句子: 日語流利完整流利訓練 Glossika Team作; Glossika Campbell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612 Glossika大量句子: 日語流利完整流利訓練 Glossika Team作; Glossika Campbell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435 Glossika大量句子: 荷蘭語流利 康邁克, Jan Baars,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442 Glossika大量句子: 荷蘭語流利 康邁克, Jan Baars,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459 Glossika大量句子: 荷蘭語流利 康邁克, Jan Baars, 陳珮瑜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395 Glossika vielsatze: Franzo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401 Glossika vielsatze: Franzo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418 Glossika vielsatze: Franzosisch sprachbeherrschung 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487 Glossika vielsatze: Sud min(Taiwanesisch)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494 Glossika vielsatze: Sud min(Taiwanesisch)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500 Glossika vielsatze: Sud min(Taiwanesisch)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Tsan Ik Hian,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54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polish business intro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Eliza Ludow[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4382064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travel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Henning Vogler[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438208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travel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4382972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chino(simplificado)fluidezDaisy Gomez, Yuan Ya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2989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chino(simplificado)fluidezDaisy Gomez, Yuan Ya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2996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chino(simplificado)fluidezDaisy Gomez, Yuan Ya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108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anglais américain introduction aux affairesMaxime Paquin, Michael Campbell作 平裝 1

9789864383115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taliano fluidezDaisy Gomez, Michele Fortun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122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taliano fluidezDaisy Gomez, Michele Fortun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139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taliano fluidezDaisy Gomez, Michele Fortun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146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s bielorruso fluidezDaisy Gomez, Anna Yurusov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153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s bielorruso fluidezDaisy Gomez, Anna Yurusov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160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s bielorruso fluidezDaisy Gomez, Anna Yurusov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17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lonais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Urszula Gwaj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18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lonais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Urszula Gwaj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19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lonais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Urszula Gwaj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3207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kore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eon Dahye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3214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kore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eon Dahye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3221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kore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Jeon Dahye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6277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Ksenia Ortyukov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6284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Ksenia Ortyukov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6291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russ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Ksenia Ortyukov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6314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japones fluidezDaisy Gomez, Shirakaw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6321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japones fluidezDaisy Gomez, Shirakaw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6338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japones fluidezDaisy Gomez, Shirakaw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41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Islandais Parler couramment. 1Maxime Paquin,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平裝 1

978986438742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Islandais Parler couramment. 2Maxime Paquin,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平裝 1

978986438743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Islandais Parler couramment. 3Maxime Paquin, Daníel Ingi Pétursson[編著] 平裝 1

9789864387441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merikanisch Engkisch Geschaftssprache EinfuhrungsomoduleHenning Vogler, Michael Campbell[作] 平裝 1

9789864387458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メリカ英語 流暢 Glossika Team作; Glossika Campbell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465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メリカ英語 流暢 Glossika Team作; Glossika Campbell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472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メリカ英語 流暢 Glossika Team作; Glossika Campbell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489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atv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uta Mezore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49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atv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uta Mezore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50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atv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uta Mezore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519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dthod: lithuanian fluency 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52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dthod: lithuanian fluency 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53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dthod: lithuanian fluency 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601 10-languag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ichael Campbell作 平裝 1

9789864387649 10-languag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ichael Campbell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687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atvian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Danuta Mezor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7694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Griego FluidezDaisy Gomez,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700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Griego FluidezDaisy Gomez,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717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Griego FluidezDaisy Gomez,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724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Ukrai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Volodymyr Nesi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731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Ukrai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Volodymyr Nesi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748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Ukrain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Volodymyr Nesi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755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urc Parler couramment Maxime Paquin, Davut Deger[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762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urc Parler couramment Maxime Paquin, Davut Deger[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77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urc Parler couramment Maxime Paquin, Davut Deger[作]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861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6 傅木錦等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399 情商管理培訓遊戲 江凱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05 部門績效考核的量化管理 秦建成編著 增訂六版 平裝 1

9789863690412 企業培訓遊戲大全 李德凱, 陳文武編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3690429 如何預防採購舞弊 翁世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50 連鎖業商品開發與物流配送 黃憲仁, 周明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67 連鎖業加盟招商與培訓作法 鄭志雄, 黃憲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74 如何傳銷邀約 李華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481 總經理手冊 黃憲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04 新產品銷售一定成功 黃憲仁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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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65

澳登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023 天國的鑰匙 張蒙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131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精裝 第14冊 1

9789869284394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9285100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1冊 1

9789869285117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2冊 1

9789869285124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3冊 1

9789869285148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9285155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6冊 1

9789869284301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284318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284325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284332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284349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284356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284363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7冊 1

9789869284370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8冊 1

9789869284387 Happy lion english Jacky Chen[編著] 1st ed. 其他 第9冊 1

9789869285179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17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85186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18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85193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19 1st ed.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獅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親愛的夢想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050 米其林主廚教你做紐約風時尚瘦身沙拉: 沙拉、義大利麵、燉飯、牛排、濃湯,81道吃飽又吃不胖的美味料理張世姬著; 劉小妮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87067 腰.腹.臀.腿強效燃脂の產後瘦身操 楊昕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87074 1天20克糖份奇蹟: 比斷糖飲食瘦更快!真人證實的減糖飲食瘦身法趙敘允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87081 史上最強!親子露營制霸攻略 歐韋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81 史上最強!親子露營制霸攻略 歐韋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66 寄情湖畔的情與思: 樹德科大師生作品集. 2016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中文組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6973 流變: 樹德科大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6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中文組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3996 進行試: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展專刊. 105級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303 形與色的探索: 詹阿水創作精選 詹阿水作 精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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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慮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樹德科大通識教育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樹德科大視傳系

送存冊數共計：19

橙實文化



9789869247481 布農族的傳說: 紅嘴鳥 陳美玲文; 蘇意傑繪圖 精裝 1

9789869247498 蟲蟲翅膀專賣店 王元容文; 陳維霖繪圖 平裝 1

9789869308205 奇妙的感官 王元容作; 黃淑華插圖 精裝 1

9789869308212 我們都是一家人 陳美玲作; 章毓倩插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308229 地底下的蔬菜 陳子平, 孫婉玲作 精裝 1

9789869308236 玩具同樂會 何佳芬作; 黃雄生插圖 精裝 1

9789869308243 奇妙的感官: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308250 我們都是一家人: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308267 形狀躲躲藏: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308274 地底下的蔬菜: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308281 玩具同樂會: 教師指引手冊 周婉婷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501 白光谷: 守護幸福的世界 默默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112 一行禪師談正念工作的奇蹟: 在工作裡找到成功+快樂的模式一行禪師著; 張仕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136 戀瑜伽.愛素食: 覺醒,從愛與不傷害開始 莎朗嘉儂(Sharon Gannon)著; Andy C. Li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143 我嫁到不丹的幸福生活: 一段愛與冒險的故事 琳達.黎明(Linda Leaming)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167 TTouch神奇的毛小孩按摩術. 狗狗篇 琳達.泰林頓瓊斯(Linda Tellington-Jones)著; 黃薇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174 TTouch: 神奇的毛小孩按摩術. 貓貓篇 琳達.泰林頓瓊斯(Linda Tellington-Jones)著; 黃薇菁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181 純植物.全食物: 超過百道零壓力蔬食食譜,找回美好食物真滋味,心情、氣色閃亮亮。安潔拉.立頓(Angela Liddon)著; 賴許刈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198 給禪修者與久坐者的痠痛舒緩瑜伽 琴恩.厄爾邦(Jean Erlbaum)著; 賴許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默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橡樹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2629 臺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 康鍩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865 上班不囧: 職場必備法律常識 馬靜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872 臺灣史新聞 曹銘宗撰文; 臺灣史新聞編輯委員會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622889 那些你不懂的 保羅.托迪著; 謝孟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896 切開左右腦: 葛詹尼加的腦科學人生 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著; 鍾沛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02 隔間: 我們如何從19世紀陰暗帳房走到21世紀Google人性化辦公空間薩瓦爾(Niki Saval)著;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19 我繼承了一座莊園 保羅.托迪著; 龐元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26 狗狗在跟你說話! 完全聽懂狗吠手冊 吐蕊.魯格斯(Turid Rugaas)著; 黃薇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2933 日本製造: 東京廣告人的潮流觀察筆記 東京碎片(上田大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40 戲夢貓生 妙卡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57 便便不思議 早川IKUWO(早川いくを)著;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64 歐洲,不難: 搞定交通,滑著滑著,就都訂好了 林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71 ROM@ 史岱凡.奧德紀(Stéphane Audeguy)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2988 娛樂至死: 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 波茲曼(Neil Postman)著; 蔡承志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622995 生命的躍升: 40億年演化史上最重要的10大關鍵尼克.連恩(Nick Lane)著; 梅苃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3008 漢字的故事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著; 李之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3015 大腦簡史: 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因的掌控?謝伯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022 讀建築: 從柯比意到安藤忠雄,百大案例看懂建築的十大門道黎辛斯基著;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8741 噶舉大祈願法會課誦本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總指導; 黃靖雅主編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7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噶舉大祈願法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232 經濟學. I 傅斯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416 統測必考商業概論複習講義 莊嚴琳, 楊文豪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78478 (樂透)圖解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馬瑪宣編著 初版 0 1

9789862178515 技術高級中學家庭教育. II 曾慶玲, 楊希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394 Look look! 學齡國際有限公司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912 國際法概論 許慶雄, 李明峻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0981 袁枚贈答詩研究 楊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20 建構區自治的議題與選項: 美國地方自治與行政專業化的啟發方凱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68 公務員法要義 楊戊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75 想像力: 意涵、運作、測量與培育 林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82 普契尼<>選曲和聲語法之研究 張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782 普契尼<>選曲和聲語法之研究 張曉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7842 藝術靈修學: 用繪畫療癒心靈.使自己開心樂活 林文昌, 歐秀明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859 福音.轉化.新思維: 神如何能改變你的思維和命運彼得.魏格納(Pater Wagner)著; 林淑真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橄欖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齡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642 印心佛法.智慧法門. 上, 體性智慧、法性智慧 悟覺妙天禪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0659 印心佛法.智慧法門. 中, 法性智慧、圓滿性智慧 悟覺妙天禪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0666 印心佛法.智慧法門. 下, 真性智慧、作佛智慧 悟覺妙天禪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0680 宇宙聖靈之光 悟覺妙天禪師著 精裝 1

9789868940611 悅禪於心. 第4輯 覺妙地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9518 敵將拐上床 華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56 搶錢.搶糧.搶紅包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570 家有囍事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679 駐院亡靈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16 我與惡魔一賤鍾情 花流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39723 我與惡魔一賤鍾情 花流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39730 回魂夜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47 普渡.吃醋.放閃光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54 兇靈鬼偶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61 告白.幽靈.BBQ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78 把皇上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85 睡王爺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792 養太子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08 死神的戀愛副本. 2: 少女需要勇者喔 九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15 巨星的深夜養成 堂本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禪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邀月文化



9789861439822 鬼跟蹤 黑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39 靈界插班生: 新生訓練是超度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46 養奴為患 光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103 英語詩歌選集 Richard Lovelace等著; 何志翔, 許鳴鐘, 吳瑾芳編譯著 精裝 1

9789869341110 名言雋語引文 Francis Bacon等著; 何志翔, 許鳴鐘, 吳瑾芳編譯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5328 生技,原來要這樣看: 撥開迷霧看生技 謝柏宏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020 讓改變成真: 臺灣社會創新關鍵報告 社企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9037 不失智的臺式地中海餐桌: 10位名人的記憶餐桌x10類健腦食村陳慧貞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131 81秒世紀之握: 馬習會幕後大解密 張宗智等撰稿; 聯合報新聞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148 健康帶著走四部曲: 7個幸福方程式 養生一本就GO聯合報編採團隊, 聯合知識庫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155 被遺忘的戰士: 抗戰勝利七十年 陳言喬等作; 聯合報新聞部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162 一定會幸福. 3: 愛之旅: 聯副60個最動人的故事 譚立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新聞部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曙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系



9789868985179 南海危機: 不能失去的主權 陳言喬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186 My健康誌. 2017 楊俶儻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266 專精琢磨的普羅藝術: 親和性設計、突發性思考融入理性技巧之多媒體創作論述劉欽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68906 童話魔毯遊世界 蘇雪霞文; 優美編輯群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293 有朋友的感覺真美好 凱瑟琳.米茲梅耶(Catherine Metzmeyer)文; 艾絲黛兒.敏思(Estelle Meens)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05 歐樂不這麼覺得! 西伯.博斯圖瑪(Sieb Posthuma)文; 姚琪.阿克菲爾特(Joukje Akve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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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52629 彌勒皇道行. 三十八部曲, 大統一宇宙 彌勒皇佛作; 開慧譯 平裝 1

9789866752636 彌勒皇道行. 三十九部曲, 極宇宙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9789866752643 彌勒皇道行. 四十部曲, 聖能之愛 彌勒皇佛作; 開慧尊者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美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307 說無垢稱經疏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52314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2314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918 小王子艾米爾 Jane Roberts作; 假芝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925 孩子都是老靈魂: 新時代親子身心靈教育 許添盛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436932 一日一修練: 重新找回你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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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46805 蘇東坡新傳 李一冰著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47024 一個人的聖經 高行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7253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曹永和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26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續集 曹永和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277 中國海洋史論集 曹永和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352 玉帛干戈: 唐蕃關係史研究 林冠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420 母親的河流 古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628 美國法律史 Lawrence M Friedman著; 劉宏恩, 王敏銓譯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635 異境之書 Umberto Eco著; 林潔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673 史家陳寅恪傳 汪榮祖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4769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 王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7857 我們這一代: 一個半導體工程師的回憶錄 胡國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918 湖畔的安妮 Kitty Crowther著; 高郁茗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賽斯文化



9789570847925 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著; 楊絳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47932 愛的小旅行 陳盈帆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949 兩岸第一步: 我的協商談判經驗 高孔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956 古堡的秘密: 歐洲中世紀城堡建築巡禮 盧履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963 人情詩故: 從經典看人生 張純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970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 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高嘉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987 華夷風: 華語語系文學讀本 王德威, 高嘉謙, 胡金倫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994 紀念日 窪美澄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007 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 精神分析,四十四年的探索Marion Milner著; 宋文里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021 臺資銀行中國大陸債權確保實務: 法院判例1-25 富蘭德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資銀行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045 一個人開書店: 那霸市場裡的烏拉拉 宇田智子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052 一日紅樓一年夢 曹雪芹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069 思想, 31: 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083 臺灣歷史圖說 周婉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48106 這不是我們做事的方法!: 組織的興起、殞落,再崛起John Kotter, Holger Ratherber著; 許芳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113 書寫青春. 13, 第十三屆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120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卷二(1950-1955) 王洞主編; 季進編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137 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康培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144 心悅臺灣 四方田犬彥著; 白春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151 大人的心理學: 關於笛卡兒的松果腺、巴甫洛夫的狗、和阿德勒的自卑情結Anne Rooney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236 中國的自由傳統 狄百瑞著; 李弘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72 文革五十年祭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20306 南懷瑾談師道 南懷瑾講述 臺灣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薇閣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948 黃山雪景攝影集 陳俊誠攝影.撰文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65955 江南水鄉烏鎮攝影集 陳俊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65962 墨爾本大洋路攝影集 陳俊誠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343 在地翻轉: 臺灣社區媒體的新浪潮 胡元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541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72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730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572574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75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5761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778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785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808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815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822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5839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2584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冊數共計：1

戴維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9789865725853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2586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877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5884 挑戰學測試題成功之鑰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426 路&建築線 陳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5206 波特墓園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王瑞徽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5220 寺島町奇譚 滝田ゆう著;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244 少年福爾摩斯: 死亡之雲 安德魯.藍恩(Andrew Lane)著; 蘇雅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251 鑑識死角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陳靜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268 徹底看懂自行車功率訓練數據: 透過功率計與WKO的監控和分析,提升騎乘實力羅譽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275 一口氣讀懂經濟指標: <>教你看懂所有財經資訊The Economist編; 張淑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282 禁忌之子. 3 莎莉.葛林(Sally Green)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299 令人懷念的小學圖鑑 奧成達著; 永田春美繪;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305 我也不想恍神分心呀!精神科醫師教你集中力: 46個工作不出包,讀書不神遊,做事不拖延的專注技術西多昌規著; 李漢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312 我是建築師,那又如何?: 建築大師法蘭克.蓋瑞藝術革命與波瀾人生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著; 蘇楓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329 英式家傳甜點地圖: 從鄉村到皇室,57道英倫餐桌必備點心,探索大英帝國百年不敗的美味砂古玉緒著; 連雪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350 這不是英語: 從語言看英美文化差異的第一手觀察誌艾琳.莫爾(Erin Moore)著; 劉泗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374 不平等的審判: 心理學語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Adam Benforado著; 堯嘉寧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縱橫測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666 亂世忠僕: 以利亞與以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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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9117 觀.念 臺灣美景 陳傳發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9124 製造工程與科技實習教材: 5軸加工機 黃敏亮, 李宗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9131 製造工程與科技實習教材: 3D列印機 黃敏亮, 李宗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9148 人力資源發展: TTQS於醫療機構之應用 廖又生, 黃敏亮, 楊立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9155 應用QFD於銀髮族智慧生活產品設計之研究 廖又生, 黃敏亮, 張雅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9162 製造工程與科技實習教材: 雕刻機 黃敏亮, 李宗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2533 基隆選舉錄 高溪池著 第七次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205 走出去創業: 臺灣青年在中國大陸的創業故事 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作 平裝 1

9789869337205 走出去創業: 臺灣青年在中國大陸的創業故事 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作 平裝 1

9789869337229 天堂之路 李太來著 平裝 1

9789869337236 世界文明共識 鄧義榮撰 平裝 1

9789869337243 平民主義民主 顧曉軍著 平裝 1

9789869337250 阿乙流浪記: 盛約翰中篇小說選 盛約翰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色貞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雙信

歸正



9789869337267 道鑒傷寒論: 病怎麼好?人體自己知道 劉希彥著 平裝 1

9789869337274 迷途的羔羊: 中國托派沉浮錄 王永勝著 平裝 1

9789869337281 栗子: 木典和可西 戊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385 Web前端開發完全入門 呂高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1962 吉時出嫁 止水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2372 愛妃在上王在下 花青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389 愛妃在上王在下 花青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396 愛妃在上王在下 花青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402 愛妃在上王在下 花青雪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419 愛妃在上王在下 花青雪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426 靈泉藥娘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433 嬌女掌中饋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440 嬌女掌中饋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457 嬌女掌中饋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464 嬌女掌中饋 令羽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471 招夫進寶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488 嫡妻不當家 元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495 嫡妻不當家 元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501 嫡妻不當家 元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518 嫡妻不當家 元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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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藍海文化



9789864652525 嫡妻不當家 元音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532 王爺病殃殃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549 王爺病殃殃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556 王爺病殃殃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563 王爺病殃殃 儂語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570 三戲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2587 三戲世家女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2594 大智若愚妻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600 小戶貴女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617 小戶貴女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624 小戶貴女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631 小戶貴女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648 皇夫送上門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655 皇夫送上門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662 皇夫送上門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679 蛇行天下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686 捉妖王妃 福嬿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693 捉妖王妃 福嬿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709 捉妖王妃 福嬿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716 捉妖王妃 福嬿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723 捉妖王妃 福嬿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730 捉妖王妃 福嬿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2747 五兩國舅爺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754 桃花幾世開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761 織心良妻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778 織心良妻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785 織心良妻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792 織心良妻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808 織心良妻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815 討喜小財奴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822 轉運福女 白玖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2839 轉運福女 白玖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2853 閨女福多多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860 閨女福多多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877 閨女福多多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884 閨女福多多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891 九娘安後宅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907 九娘安後宅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914 九娘安後宅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921 九娘安後宅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2938 九娘安後宅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2945 九娘安後宅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2952 皇上心裡苦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2969 一樹桃花壓相爺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2976 一樹桃花壓相爺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2983 一樹桃花壓相爺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2990 一樹桃花壓相爺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003 一樹桃花壓相爺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3010 貴女點金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027 財迷花魁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041 錢程似錦 藍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058 錢程似錦 藍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065 閨秀不近男神 夏禾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3072 閨秀不近男神 夏禾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7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805 了解疼痛,重新樂活: 給繁忙的臨床專業人員&長期疼痛者的疼痛知識Neil Pearson作; 蔡士傑, 吳政儀, 曾俊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6872 時代與感受 牟宗三著 再版四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532 社會個案工作: 理論與技巧 謝秀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8549 組織行為: 臺灣經驗與全球視野 戚樹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556 現代統計學 林惠玲, 陳正倉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570 國際貿易導論 劉碧珍, 陳添枝, 翁永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8587 休閒與遊憩概論: 產業觀點 鄭健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594 公共關係: 理論、策略與應用 陳一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600 資料探勘在社會工作的運用: 實務與研究的整合Irwin Epstein著; 劉瓊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617 臺灣老人社會工作: 理論與實務 楊培珊, 梅陳玉嬋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418 TOMICA大全. 2 Neko Publishing Co., Ltd.編著; 李心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薩摩亞商百思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鵝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葉書廊

藍海曙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555 乳癌術中放療?NO!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62 營養幾何學: 營養學的立體思考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79 看病領藥前對醫師說什麼?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86 醫療有限,護理無限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593 誰最愛太太?叫他第一名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02 不用花錢減少13種癌症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402 一開始就不用背!從「聽」「說」學會日語50音 高島匡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7419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每日一句)全集 出口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7426 中英日萬用詞彙(隨身手冊): 臨時需要的一個字 檸檬樹英日語教學團隊, 福長浩二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7433 實用英語閱讀大全: 務實理解英語必備的300種短文練習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7464 實用英語字彙大全: 靈活運用單字必備的500種用法指南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115 喚醒內在的薩滿 李慧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608 大專基礎數學 徐遠雄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70615 大專基礎數學 徐遠雄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檸檬樹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藍鯨出海國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719 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 林敬智等著; 楊玉君, 洪瑩發, 温宗翰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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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31833 生命教育 陳玉珍等編著; 方永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1840 普通高級中學生涯規劃 邱榮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50479 娘子要算帳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0875 初嫁將軍府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377 二次情債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1568 撩妹大流氓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183 掌家小娘子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350 霸愛上了癮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541 嬌花養成記 抹茶曲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558 嬌花養成記 抹茶曲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565 嬌花養成記 抹茶曲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572 嬌花養成記 抹茶曲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589 踹夫娘子 我有一個夢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596 踹夫娘子 我有一個夢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602 總裁寵妻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619 當家惡婦 望江影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襪子

送存冊數共計：2

豐饒文化



9789863952633 當家惡婦 望江影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626 當家惡婦 望江影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2664 天從夫願 陳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671 天從夫願 陳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688 天從夫願 陳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695 天從夫願 陳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701 農門悍婦 愛吃肉的小肉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718 農門悍婦 愛吃肉的小肉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725 奈何跳錯牆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749 奈何跳錯牆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732 奈何跳錯牆 小孩你過來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2756 無良前夫硬上弓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770 十年桃花債 眉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787 總裁是情場老手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817 愛妻如命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824 不玩一夜情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831 小娘子發家記 清風入弦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848 小娘子發家記 清風入弦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855 農家媳婦的古代日常 愛吃肉的小肉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2879 農家媳婦的古代日常 愛吃肉的小肉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2886 包養換婚 林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893 金主賢夫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909 黛妝 蘇鏡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2916 黛妝 蘇鏡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2923 黛妝 蘇鏡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2930 黛妝 蘇鏡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2947 黛妝 蘇鏡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952954 生娃吧,娘子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961 小秘的初戀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978 美味小甜妻 卿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985 七年後才求婚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992 貴女投餵日常 薄幸歡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3005 貴女投餵日常 薄幸歡顏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3012 貴女投餵日常 薄幸歡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3029 貴女投餵日常 薄幸歡顏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3036 守財奴的種田生活 梅無闕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050 守財奴的種田生活 梅無闕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043 守財奴的種田生活 梅無闕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3067 我的錦衣衛大人 伊人睽睽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3074 我的錦衣衛大人 伊人睽睽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3081 我的錦衣衛大人 伊人睽睽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3098 我的錦衣衛大人 伊人睽睽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3104 我的錦衣衛大人 伊人睽睽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953111 二次包養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135 秀才家的小悍婦 夜紫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142 秀才家的小悍婦 夜紫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159 獵戶家的小嬌娘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166 冷男的獨寵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173 嬌妻天降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180 欠了老闆債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197 我的廢柴前妻 卿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203 沒躲過相親債 林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210 公子的嬌寵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227 閨女養家日常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卷一 1

9789863953241 閨女養家日常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3953234 閨女養家日常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3953258 閨女養家日常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3953265 惡男橫行來霸愛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289 妙女多嬌 拾三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302 妙女多嬌 拾三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296 妙女多嬌 拾三三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3319 帝后為賢 愛吃肉的小肉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326 帝后為賢 愛吃肉的小肉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333 下嫁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49 素手擒悍夫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56 婚前試試愛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63 寡婦門前有惡將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6349 學習評量: 概念與應用 謝廣全, 謝佳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56 樂齡休閒學 丁文祺, 鄭建民, 郭常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63 中國中古戰亂與移民 詹士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70 孩提之歌: 同聲合唱作品集 鄭維誠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87 董仲舒治道思想研究 詹士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394 察勢觀風: 劉咸炘史學思想析論 楊志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400 詩經類編 陳光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417 數位電影製作概論 丁祈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6424 散裝船經營學: 理論與實務 陳永順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577486431 地球脈動: 一場臺灣世界地理學的討論. 2015後篇洪富峰, 施雅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455 兒童國畫基礎教程. 山水篇 鄭迪民, 化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462 兒童國畫基礎教程. 動物篇 鄭迪民, 化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479 兒童國畫基礎教程. 花卉篇 鄭迪民, 化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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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486486 兒童國畫基礎教程. 魚蟲篇 宗淮明, 化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493 兒童國畫基礎教程. 禽鳥篇 鄭迪民, 化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09 兒童國畫基礎教程. 蔬果篇 宗淮明, 化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61 飄零.詩歌.醉草園: 跨政權臺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張淵盛作 平裝 1

9789577486776 時尚手繪素材庫: 簡筆畫 任笠中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6783 時尚手繪素材庫: 簡筆畫 任笠中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6790 時尚手繪素材庫: 繪畫 化雨,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6806 時尚手繪素材庫: 繪畫 化雨,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6851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山水篇, 設色法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68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山水篇, 樹法,點景法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75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山水篇, 石法,雲水法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82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動物篇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99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花卉篇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05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魚蟲篇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12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禽鳥篇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29 少兒國畫入門教程. 蔬果篇 陳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36 匯流串流技術: 基礎暨實務 童曉儒, 余遠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01 天才少年身邊的科學: 小小發明家的搖籃 韋紅梅, 譚樺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18 天才少年身邊的科學: 小小遊戲者的快樂 韋紅梅, 李世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25 天才少年身邊的科學: 小小實驗家的絕活 韋紅梅, 牙韓色, 鄧益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32 天才少年身邊的科學: 小小魔術師的秘密 韋紅梅, 梁金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100 青少年必知的100個音樂典故 胡栢彰, 曠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117 青少年必知的100個書法典故 胡栢彰, 呂風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124 青少年必知的100個繪畫典故 胡栢彰, 李志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131 青少年必知的100個詩歌典故 胡栢彰, 寧婷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148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155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162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7179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7186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7193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7209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87216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87223 生態文明讀本 何煒等編著; 張文才, 張荻總主編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7487230 百科.探索.發現: 中國之最(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247 百科.探索.發現: 世界之最(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254 百科.探索.發現: 奔騰的海洋(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261 百科.探索.發現: 神奇的植物(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278 百科.探索.發現: 神奇的動物(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285 百科.探索.發現: 地球,我們的家(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292 百科.探索.發現: 解不開的謎團(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08 百科.探索.發現: 探訪自然奇觀(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15 百科.探索.發現: 遨遊宇宙(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22 百科.探索.發現: 奇妙的人體(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39 百科.探索.發現: 科學大爆炸(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46 百科.探索.發現: 回到恐龍時代(少年版) 張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53 地震應急救援常識科普讀本 王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60 博物館的科技教育: 多元學習情境的營造、推廣與成效評量張美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77 夢境.記憶.推理: 兒童圖畫書的虛實敘事 陳昭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45 實用中文 丁孝明等編著; 金清海, 伍純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52 口心算訓練: 20以內不進、不退位加減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69 口心算訓練: 10以內加減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76 口心算訓練: 20以內加減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83 口心算訓練: 20以內進位、退位加減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90 口心算訓練: 50以內加減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06 口心算訓練: 100以內加減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13 口心算訓練: 湊十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20 口心算訓練: 借十法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37 寶寶快樂塗色. 基礎篇, 水果世界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44 寶寶快樂塗色. 基礎篇, 可愛動物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51 寶寶快樂塗色. 基礎篇, 交通工具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68 寶寶快樂塗色. 基礎篇, 動物世界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75 寶寶快樂塗色. 基礎篇, 蔬菜王國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82 寶寶快樂塗色. 提高篇, 水果世界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599 寶寶快樂塗色. 提高篇, 可愛動物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05 寶寶快樂塗色. 提高篇, 交通工具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12 寶寶快樂塗色. 提高篇, 動物世界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29 寶寶快樂塗色. 提高篇, 蔬菜王國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36 金牌奪冠100分: 10以內加減法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43 金牌奪冠100分: 20以內加減法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50 金牌奪冠100分: 50以內加減法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67 金牌奪冠100分: 100以內加減法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674 金牌奪冠100分: 拼音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681 金牌奪冠100分: 拼音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698 金牌奪冠100分: 語言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704 金牌奪冠100分: 語言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711 金牌奪冠100分: 數學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728 金牌奪冠100分: 數學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735 我愛簡筆畫: 水果蔬菜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742 我愛簡筆畫: 繪畫入門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759 我愛簡筆畫: 二筆畫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766 我愛簡筆畫: 一筆畫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773 我愛簡筆畫: 學畫起步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780 我愛簡筆畫: 風景篇 楊合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96 我愛簡筆畫. 植物篇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902 我愛簡筆畫. 動物篇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121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138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145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152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169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176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183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88190 幼兒美術創意塗鴉: 幼兒美術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88206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213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220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237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244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251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268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88275 幼兒邏輯發展遊戲操作: 邏輯思維數學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88404 靈性與感性的探索: 理學宗教與詩書美學論集 康雲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11 小手塗色: 可愛的動物 段灣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28 小手塗色: 多彩的生活 段灣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35 小手塗色: 奇妙的海洋生物 段灣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42 小手塗色: 美味的食物 段灣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59 小手塗色: 香甜的果蔬 段灣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66 小手塗色: 神奇的交通工具 段灣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473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480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497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503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510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527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534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88541 幼兒口才表演識字訓練: 快樂閱讀識字 英才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88558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565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572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589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596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602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619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88626 幼兒塗鴉創作小課堂: 幼兒美術大畫冊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88633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640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657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664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671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688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695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7488701 幼兒階梯塗色感知訓練: 幼兒塗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7488718 多元化全腦開發2-3歲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725 多元化全腦開發3-4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732 多元化全腦開發4-5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749 多元化全腦開發5-6歲 嚴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756 我家寶貝是天才: 智慧寶貝 麗文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763 我家寶貝是天才: 智慧寶貝 麗文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770 我家寶貝是天才: 智慧寶貝 麗文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787 我家寶貝是天才: 智慧寶貝 麗文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794 我家寶貝是天才: 智慧寶貝 麗文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800 我家寶貝是天才: 智慧寶貝 麗文蔻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817 寶貝計劃第一步安全教育 傅咸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824 寶貝計劃第一步英語 傅咸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831 寶貝計劃第一步數學 傅咸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848 寶貝計劃第一步簡筆畫 傅咸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855 寶貝計劃第一步識字 傅咸恒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862 寶貝計劃第一步識字 傅咸恒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879 親子共讀小課堂.學生字 衛英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886 親子共讀小課堂.學兒歌 衛英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893 親子共讀小課堂.學童謠 衛英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8909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1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916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1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8923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2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930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2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8947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3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954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3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8961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4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978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4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8985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5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992 情景互動訓練看圖蒙氏數學. 5 英子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043 傳統學術的轉折與新生 許惠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050 親子共讀小課堂. 學唐詩 衛英霞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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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送存冊數共計：177

繪虹企業



9789869199377 十宗罪. 1, 人間煉獄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3365 十宗罪. 2, 恨怒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93372 純手感!北歐風羊毛氈刺繡生活: 字母X花草X圖形X建築,127款極簡百搭圖案集高田とよか, Tamayu作;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3396 十宗罪. 3, 鬼魅魍魎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3208 十宗罪. 4, 都市怪物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3246 第十一根手指 秦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284 動動口的自律神經回復法 筒井重行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291 詭案組. 2.藏鏡羅剎 求無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18 鼻呼吸病自己會好 今井一彰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25 愛上手繡時光充滿趣味與插畫的可愛刺繡圖案集 生活雜貨X旅行中的微幸福小物朴濬映著; 黃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32 超解讀 黑執事最終研究: 凡多姆海伍家的禁忌祕本惡魔製作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49 清血脂降血壓,打造不老血管力 胡大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56 森林系手感刺繡: 500種繡出日雜風格的清新圖案集新星出版社編集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63 焚心祭 鬼古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06 櫻桃小丸子最終研究 品川小丸子研究會編著; 林宜錚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608 紙船的冒險 蔡馥榕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8615 刺蝟弟弟 維他命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605 大清宮廷紫砂壺 洪茂成, 張露霞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藝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7994 影響一生的親情互動 林豐隆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7994 影響一生的親情互動 林豐隆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204 夢想美術館: 夢想是孩子翱翔天際的翅膀 李慈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001 海洋週特展 林豐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39018 築夢千里霧峰人: 一個賣冰棒的小孩行千里路的故事. 第二集林豐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874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詩詞篇. 1(行書)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81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詩詞篇. 2(行書)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5898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詩詞篇. 1(草書)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9003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詩詞篇. 2(楷書) 侯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370 Lico Dino: a key to English. 4 曾麗風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麗格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霧峰夢想美術館



9789862821824 臺灣美術全集. 第33卷, 陳夏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1848 夏卡爾的失樂園 蘇珊.圖瑪金.古曼等著; 謝汝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62 超越珍奇櫃: 博物館研究的新視界 朱紀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310 金色的島嶼: 小琉球 洪瑞福作 平裝 1

9789868476042 易經繫傳大要 法藏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5985 打破牢籠 湯姆.雷根(Tom Regan)原著; 林云也, 陳若華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381 跟我去義大利: 金工巡禮. Part 1 張怡珮著 平裝 1

9789868829398 日本頂尖珠寶名人學 山口遼著; 蔡有義譯 平裝 2

9789869359603 臺灣創意珠寶設計名家精選 精裝 1

9789869359603 臺灣創意珠寶設計名家精選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577 韓國頂尖超模の塑身祕訣 韓惠珍作; 陳卉怡譯 平裝 1

9789869313605 TOP1寵物營養師の健狗飯 金泰熙作; 蔡忠仁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關懷生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之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繫園工作室



9789869313636 金寶拔の毛小孩安心鮮料理! 金寶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610 我的猴兒子 佐野洋子作;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41 男人玻璃心: 親愛的,我想明白你 郭彥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58 生活是頭安靜的獸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著; 張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65 親愛的,其實那不是愛: 勇敢放手,走向愛 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72 世上沒有理想的父母 羅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89 照顧父母: 不讓父母的小病痛,變成大危機 張勝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696 不老的幸福: 活得健康熱情不顯老 林靜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02 鋼索上的家庭: 以愛,療癒父母帶來的傷 陳鴻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19 誰來經營青蛙醫院? 羅麗.摩爾(Lorrie Moore)作; 殷麗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909 魚鬆收到沒 鍾慧君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46 帝國密碼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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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學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蘆葦花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寶瓶文化



9789869151740 法難拈花(手稿版) 釋行武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7657 天夜偵探事件簿. 非人妖異篇 米米爾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7732 殺行者. 6, 瘋魔成活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749 異眼房東的日常生活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7756 神使繪卷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987763 夜之賢者 香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7770 天夜偵探事件簿. 非人妖異篇 米米爾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87787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87794 異眼房東的日常生活. 5, 聖誕驚魂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800 Sea voice古董店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卷三 1

9789865987817 殺行者. 7, 百年一刻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824 Sea voice古董店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卷四 1

9789865987848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卷 2 1

9789865987855 夜之賢者 香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987831 神使繪卷. 第15冊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87862 神使繪卷. 第15冊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87886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7893 異眼房東的日常生活. 6, 京城古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909 夜之賢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87916 神使繪卷. 番外, 芍音與花 醉琉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923 殺行者. 8, 毀滅風暴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930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987947 Sea voice古董店. 卷五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954 夜之賢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魔豆文化



9789865987961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5987978 Sea voice古董店. 卷六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7985 春秋異聞. 卷一, 夏夜譚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6399 (2歲以上)小手塗色(基礎) 李雪文字; 曹小影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7126405 (3歲以上)小手塗色(提高) 李雪文字; 曹小影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7126412 (4歲以上)小手塗色(完美) 李雪文字; 曹小影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7126429 (2歲以上)小手描線+塗色(基礎) 李雪文字; 曹小影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7126436 (3歲以上)小手描線+塗色(提高) 李雪文字; 曹小影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7126443 (4歲以上)小手描線+塗色(完美) 李雪文字; 曹小影繪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7126450 Happy valley student book Simon Moran[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126467 Happy valley student book Simon Moran[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126474 Happy valley student book Simon Moran[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126481 Happy valley workbook Simon Moran[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126498 Happy valley workbook Simon Moran[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126504 Happy valley workbook Simon Moran[作]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824 海鷗: 契訶夫經典戲劇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824 海鷗: 契訶夫經典戲劇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817 海鷗: 契訶夫經典戲劇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櫻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2

櫻桃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307 蘭陵琴譜. 卷叁 陳雯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3307 蘭陵琴譜. 卷叁 陳雯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606 蘭院文學獎作品集. 第四屆 李震球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219 圖苑耕耘記: 圖書館學研究論集 陳紀建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5633288 兩漢貨幣通覽 蔡啟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295 論語如是知 薛僑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318 日本改造論 朱雲影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261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8278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植憲編著 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23529 這是一本法院組織法解題書 黃韜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3543 鬼島故事集 飲馬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3550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基礎篇 千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23567 植憲的憲法選擇題 植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23574 這是一本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凱風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讀享數位文化

蘭陵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蘭陽技術學院



9789869344845 就是這本物權法體系+解體書 阿翔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852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植憲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344869 就是這本公司法體系+解題書 羽生, 祁明, 陳士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876 這是一本警察刑法解題書 謝安,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890 這是一本勞社法解題書 李思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335 見鬼之醫院鬼話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35 見鬼之醫院鬼話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66 哇!真是見鬼了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73 騙局: 揭祕中外古今經典騙局騙術 郭曉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1272 孤獨與美: 臺灣現代詩九家論 洪淑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33 London Poetics Allison Tzu-yu Lin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57 策展的50個關鍵 李如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88 餐桌上的歐遊食光 歐華作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95 玄牝之門: 金車奇幻小說獎傑作選 巫玠竺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18 傳奇與詩 阿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32 焦慮的開羅: 一個瑞士臺灣人眼中的埃及革命 顏敏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49 魚缸裡的貓: 童詩集 洪淑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56 不可能平面: 蘇善詩集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63 買賣: 蘇善臺語詩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94 語言的軀體: 四川五君詩歌論 曹夢琰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釀出版



9789864451531 神與魔: 乾坤劍 廖志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1145 外國記者探密林彪事件真相 竇應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152 三字易經: 孩子也能讀懂的<>入門書 張樹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176 歷史重新評說: 毛澤東、鄧小平的重大過錯與決策失誤民聲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007 教你如何過,無毒生活 江晃榮, 陳靈悅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383 情字斑斕: 心飛在四季系列. 一, 詩文/攝影/水彩創作集蕭敏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572 我要看見 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045 仁風丕世 [鸞友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靈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靈悅自然養生



送存種數共計：7576

送存冊數共計：895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