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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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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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0329 超級孩童腦力激盪: 用五力激發孩子的無限可能超級電視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605 肌力球陪你達成14天肌瘦計畫 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280730 0-6歲教養決定孩子的一生: 讓爸媽一書上手的育兒寶典傑米.洛爾, 珍.邁爾斯編著; 郭慧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689 奠定寶寶一輩子健康的350道斷乳食: 用五色蔬果搭配豐富營養素的全營養食譜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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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2612 父母動手DIY: 對寶寶最好的副食品聖經 露絲.亞隆(Ruth Yaron)著; 郭惠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202 常備160種青草藥寶典,善用到位不生病 李岡榮, 吳淑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264 奇奇和妮妮變成好朋友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33 名著大家讀: 世界著名故事70篇 西本雞介監製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65840 芳香精油圖鑑 王慎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857 孩子的第一本繪本認知書: 凱蒂的動物書 理斯貝特.史列格斯(Liesbet Slegers)編著; 蘇家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64 我的第一本特殊車博士小百科 竇興韻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71 我的第一本跑車博士小百科 郭禹彤文稿.圖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88 皮諾丘歷險記 An Leysen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5607 吐金幣的木屐 張大光著; 蕭秝緁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5621 好奇心強的小雪人史丹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5638 夢想成真的弗羅倫絲 An Swerts作; Eline Ven Lindenhuizen繪; 蘇懿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5645 奇奇認識很多朋友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5669 狗狗,讓我陪你走到最後: 照護老犬的幸福時光,一次解答飼主百萬個為什麼!小林豊和, 五十嵐和惠編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683 經痛,走開!: 子宮調養好疾病遠離你 陳玫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送存日期範圍：1060101~10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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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美生活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915 Black Allan Larsen[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9337915 Black Allan Larsen[作]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303 老,不老 Gold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1033 地犬: 吳介民詩集 吳介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163 祖孫小品 張輝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170 給逆境中的你 陳文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55 青蚨子 連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55 青蚨子 連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79 紫色香蕉花 李依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23 窺夢人 顏崑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47 魯蛇人生之諧星路線 賴志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54 枷的鑰匙: 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二0一六方郁甄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61 遲緩的陽光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78 河上柏影 阿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21 1975裂痕 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500 那些年我們一起迎接輕軌 陳俊融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Shih-Fen Illustratio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JR Chens Transportation World

Clandestine Republic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Gold團隊



9789869418409 心的樣貌 林士棻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795 ETF煉金術: 狠賺全球波段財 張雍川, 游頴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01 24堂課養出富小孩 王友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18 佑佑努力記: 3年從零存款到100萬 林帝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25 人人都能學會: 存股全圖解 Smart智富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83832 人人都能學會股票期貨全圖解 Smart智富編輯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1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2016 平裝 1

9789869342117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2016 平裝 1

9789869342124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2016 平裝 1

978986934213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119 抓住那個渾蛋 陸穎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126 網友唐損印象記: 臺客情調詩 唐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133 謎樣場景: 自我戲劇的迷宮 黃以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2602 什麼是愛 卡拉.魯科特(Carla Lisbeth Rueckert)著; 徐國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2633 漫步靈魂花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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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2640 天使的床邊故事 凱倫.華萊士(Karen Wallace)等著; 陶張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2657 奇蹟行旅: 教學體證掇拾 許自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664 快樂的終極之鑰 羅伯特.薛弗德(Rovert Scheinfeld)著; 張國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SPR學術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9789869372671 靛藍天使. 1: 新時代小孩的來臨 李.卡羅(Lee Carroll), 珍.托勃(Jan Tober)編著; 蔡心語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202 當世界經典遇上中國傳說. (上) 賴郁旻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938 丹群布農族語詞句典 余榮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891 國際金融概論 何淑熙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94914 細說商事法 周宜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921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734 給我看你的手帳吧! 一起來手帳同樂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765 斷捨離的簡單生活 山下英子著; 蘇聖翔,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772 葉芸的色鉛筆畫畫課: 與Vier一同畫出可愛討喜、溫暖生動的療癒感插畫葉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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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4562 生活易經. 卷三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586 述說道德經. 卷一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593 中庸導讀 張漢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609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本初衷文化



9789865904616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837 沉香救母: 神話故事 任發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0624 慕尼黑.羅曼蒂克大道.法蘭克福 JTB Publishing,Inc.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693 北海道Best Plan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等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09 札幌 小樽 旭山動物園 JTB Publishing, Inc.作; 鄧宜欣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16 路面電車4569散步 鈴木さちこ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23 日本觀光列車之旅 K&B Publishers作; 尤淑心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30 東京觀光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江思翰等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54 宇宙狂想曲 渡邊勝巳作; 周琴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78 日本市集巡禮 タイムマシンラボ編著; 賴宗賢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708 實用解剖實習指引 柯妙華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0827 為什麼頂尖業務手上總有好客戶 橫田雅俊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89 UP Hair Styling戴美瑩《珍藏版》梳編盤髮造型 戴美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896 複雜變簡單 重點摘要力 本間正人, 浮島由美子著; 佐藤雅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08 任何人都可以寫出神級提案.好企畫: 照著寫!10種固定格式、15個教戰範例、7大訣竅,教你找重點,一次過關!富田真司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15 365日日寫聖經 王穎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22 好孕食療 定真理子, 出居真義著; 黃玉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039 寫英文的日子真好 Mosty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八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9789863811046 繪見烘焙 米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53 喵屋的可愛摺紙畫 喵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84 永田紗戀「幸」福手帳 永田紗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91 Everything is ok: 你只是忘了肯定自己 藤村高志著;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07 卡若琳立體卡爆炸相本 卡若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38 練習忘記: 討厭的事最好立刻就忘掉,從現在開始變幸福的90堂課植西聰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52 輕輕的我走了: 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了, 請打開這本書。廖慧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69 Men's Kitchen: 一流男人就該會做菜 福本陽子著; 江卉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76 沒有漂亮學歷,你也能像菁英一樣工作: 52個關鍵tips,小公司到一流大企業都適用的菁英職場工作術Zun Zun著; 林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90 貓咪易經: 不知道怎喵辦時,讓貓咪陪你一起占卜吧!貓啟示研究會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06 鋼筆字畫 王穎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812 建築之外: 觀看建築的另一種方式 游冉琪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427 最佳游泳分解動作訓練100則 謝伸裕等編譯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8342 肇事鑑定法理與車險理賠實務研究 張漢威, 艾嘉銘, 莊靜宜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449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三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作 平裝 8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力和博原創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車路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人文遠雄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州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622 十里天下: 史欽泰和他的開創時代 吳淑敏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83970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3987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6063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6070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7640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88166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743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841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842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87534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87725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687749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687800 超級神相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8135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825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8401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8456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89538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9545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9552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9569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8562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8579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858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859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862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863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864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9789864688654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868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869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870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871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867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8777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8784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8791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8881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882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884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885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886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887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8838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889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890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891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892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8944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8951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8968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88975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899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900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901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89033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89040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89057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9064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9071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89088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89095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9101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9118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9149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9132 國色天香 釣人的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9187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9194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89200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89217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9224 至尊透視 亂了方寸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9248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925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926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89279 絕品修仙 鹿未玖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929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68930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68931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68932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68934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935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936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89378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89408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938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8939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89415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942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9439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9453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9460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89477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9484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89491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89507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9514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8952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89606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89576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9583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9590 蠻荒仙界 網路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961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68962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68963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689644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68965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468966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864689675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9682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89699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8970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971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8972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8974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89750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9767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9774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89781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64553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64560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4577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979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第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980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8981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89828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6458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6459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6460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461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9835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8984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8985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66137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66144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66151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8986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8987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89880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36616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366175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366182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89897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8990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89910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371209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9371216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9371223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8992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689965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7123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71247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71254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71261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9934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89941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9958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8997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8998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8999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7136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71377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71384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71391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36268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6269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6310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6311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7132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7133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7134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7135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62603 星武神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62610 星武神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62627 星武神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62634 星武神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73876 星武神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73883 星武神訣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2641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62658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62665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62672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72732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72749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7275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63129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363136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366199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36314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36315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6316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63174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7203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7204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7205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7206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63181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363198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363303 太古至尊 番薯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6332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363334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363341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363358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371308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37131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363365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63372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63389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63396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72008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72015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72022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63808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63815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63822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73807 星武封魔 隕落星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6383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75160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6384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7220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72213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363853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63860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7207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7208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7209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63877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363884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372220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372237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363891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64508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364515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364522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372954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372961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372978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372985 透視金瞳 薯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364539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64546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72909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72916 尊上 九哼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6462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9364638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936464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936465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937276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937277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937278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937279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936466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6467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6468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7313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7314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7315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7316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364690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64706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64713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64720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64737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64744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6475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73227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73234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7324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364775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64782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64799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73173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73180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73197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73890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64768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6510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7325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7326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373210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65116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65123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5130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72992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73203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65147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365154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365161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372701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372718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372725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37224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86937225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86937226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86936517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936518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936519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869366106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66113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66120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73272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73289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73296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7229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7227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7228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72923 無敵教師在都市 塵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73104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73111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73128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73814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75122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75139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75146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7515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7382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7510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7511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775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776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777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778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7383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7384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85817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85824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8583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7385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73869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87743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75177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75184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87736 大道法主 玉衡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75191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384803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384810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38482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384834 花都戰神 張龍虎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84841 獨步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938485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8486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38487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8488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8489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85435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85442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85404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85411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5428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8545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8546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8547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385480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385497 人神 庸醫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385848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85855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85862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85879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8588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38589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8770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8771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8772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387798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8790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8791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87927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87934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8794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8795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87965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387972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387989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387996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402293 唯武獨尊 致遠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38820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38821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38822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38823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388245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0221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40222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38825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8826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388276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88283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88290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01975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0198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88405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38841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8843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938844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9388450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388467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388474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388481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88498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388801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03375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03382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88818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88825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8832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8849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8856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2149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02156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2163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886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8887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8888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8889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8930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0353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0354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355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03566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89334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89341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89358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3504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03511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89310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9327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262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86940263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86940264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86938936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938937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938938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86938939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9389501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940261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86938951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38952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89570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2651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02668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2675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89532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9549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89556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956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8958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38959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8970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8971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8972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0225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0226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0227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0228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89730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89747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89754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89761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89778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02699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03306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03313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403320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389792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8980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89815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89822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3337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03344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0335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0336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89785 鎧甲少年 羅霸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89839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89846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9853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9860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9877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6550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9884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939130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939131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9391337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134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135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136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9137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9138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391399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397100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397117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9713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9714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39715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39716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39717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9718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01913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01937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2101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402118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40218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0219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3573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3580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3597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451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6529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653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452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940453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9404563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04570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06307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06321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406338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9406345 棋天大聖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940635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0636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0637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0639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06505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6598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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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3710 喫東西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826 蔬果歲時記 焦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840 理性的情緒化: 精神科醫師拆解七種支配生活的基本情緒佛朗索瓦.勒洛爾(Francois Lelord), 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e)著; 羅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857 臺北女生 許菁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864 深夜女子的公寓料理 毛奇作 初版 0 1

9789865813871 味什麼集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353 氣味之城 文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60 我的朋友安德烈 雙雪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77 聽洪素手彈琴 東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84 白頭吟 計文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391 回憶與隨筆 阿赫馬托娃著; 烏蘭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9

送存冊數共計：519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人間



9789869404600 因為慈悲,所以懂得: 管窺路內 徐秀慧等編輯群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617 白色流淌一片 蔣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0638 東方長樂世界: 太乙救苦天尊信仰 道教淨土觀 蔣門馬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2970645 后土與地母: 試論土地諸神及地母信仰 蕭登福, 郭國賢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9299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行願品 李蕭錕著 精裝 1

9789869382205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神咒李蕭錕著 精裝 1

9789869382212 枯木逢春: 李蕭錕枯木畫集 李蕭錕著 精裝 1

9789869382229 創藝: 圓光普照 諦願輝耀: 慶祝諦願寺大雄寶殿聖像開光大典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2

9789869382236 法化十方: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2

9789869382243 紹隆佛種: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2

9789869382250 藝通於道: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2

9789869382267 圓諦妙法: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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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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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6206 近代史的墮落. 國共卷: 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劉仲敬著 平裝 1

9789869356213 幽靈艦隊: 中美決戰2026 彼得.辛格(P. W. Singer), 奧格斯.柯爾(August Cole)合著; 譚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244 野草: 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伊恩.強森(Ian Johnson)著; 吳美真譯 平裝 1

9789869356275 孤獨,一個人的狂歡 尼采等著; 黃意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282 看不見的屏障: 決定台灣命運的第七艦隊 布魯斯.艾里曼(Bruce A. Elleman)著; 吳潤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299 拉麵: 一麵入魂的國民料理發展史 喬治.索爾特(George Solt)著; 李昕彥譯 平裝 1

9789869384407 袁世凱: 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 岡本隆司著; 李雨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414 自衛隊史: 日本防衛政策七十年 佐道明廣著; 趙翊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3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九陽道善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華圖書



9789869384421 拜訪革命: 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 21世紀初的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周軼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4438 跨領域的奇想天才: 達文西思緒集 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著; 彭嘉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452 週期表的故事: 元素的奇妙生活,元素與人類的相遇修.艾德賽-威廉斯(Huge Aldersey-Williams)作; 成美夏, 謝雯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469 美國該走的路: 歐巴馬如何抗拒華盛頓的政治惡鬥,重新定義美國與世界的外交關係德瑞.柯雷(Derek Chollet)著; 林添貴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3106 最後的皇室: 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 周衛平譯 精裝 1

9789869423113 五十億年的孤寂: 繁星間尋找生命 李.比靈斯(Lee Billings)作;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0680 蝴蝶森林 杜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802 舒國治精選集 舒國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25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聶魯達著; 陳黎, 張芬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32 超速遊戲: 啊父塔繃牛兒 董少尹著; Salah-D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49 九歌少兒書房. 第六十三集 張英珉等著; 吳嘉鴻等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0956 堰塞湖 張光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63 佛蒙特沒有咖哩: 記那段駐村寫作的日子 何敬堯, 陳育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48302 舒國治精選集 舒國治著 初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4500338 水墨與詩對酌 張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94 水墨與詩對酌 張默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00567 最後一張王牌 傅佩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70 晚間娛樂: 推理不必入門書 張亦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0987 先前的風氣 穆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8250 力翰科學: 物理大觀園 關琪錞, 溫思敏, 羅歡文字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968281 力翰科學: 電力萬磁王 關琪錞, 溫思敏, 紀芳文字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164 交通工具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力翰文教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九歌



9789862123171 溫暖的家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188 好吃的食物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195 各種衣物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01 小美人魚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18 美女與野獸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705 與惡魔交易戀愛 朱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548 瑩淨淳古: 中國古瓷 黃宏威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282 不要命的死神. 1 宮西達也作.繪; 游珮芸翻譯 精裝 1

9789865664299 烏雲先生 安娜.華克(Anna Walker)文.圖; 宋珮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245 彩虹的島HAWAII: 詩集 牛島まさみ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18252 曼樺丁酉雞運程. 2017年 曼樺作 平裝 1

9789869218269 不這樣賣,會成功才怪 臧正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836 情境圖解美語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5843 幼幼美語圖典 小牛津製作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文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丸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才畫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695 周易兩讀 李楷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49 形家長眼法陰宅大全: 民間形家陰宅秘竅1485訣完整公開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747 邱建仁: 他處 林岱隆, 謝媛婷, 郭齡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754 禮物與塵埃 王亮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907 Grammar map 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策畫編著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0475 民法 郭振恭著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243 政治學概論: 全球化下的政治發展 藍玉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700 阿富汗史: 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何平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1786 普通高級中學英文(乙版) 車蓓群主編 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571461809 新譯弘一大師詩詞全編 徐正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830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騰鷂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1847 行政法基本原則 周佳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854 法學緒論 鄭玉波著 修訂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885 稅務會計 卓敏枝, 盧聯生, 劉夢倫著 修訂二十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1922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吳庚著 增訂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1939 脂評本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脂硯齋重評; 馬美信校注 初版二刷 精裝 上冊 1

9789571461946 脂評本紅樓夢 曹雪芹原著; 脂硯齋重評; 馬美信校注 初版二刷 精裝 下冊 1

9789571461953 最新公證法論 賴來焜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必佳英語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元書局



9789571461977 秦漢魏晉南北朝大富翁 白品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984 立體的歷史; 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 邢義田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1991 菲律賓史: 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 陳鴻瑜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2004 文明的末世: 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 王世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011 新譯史記. 一, 本紀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462028 新譯史記. 二, 表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462035 新譯史記. 三, 書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1462042 新譯史記. 四-五, 世家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1462059 新譯史記. 四-五, 世家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1462066 新譯史記. 六-八, 列傳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1462073 新譯史記. 六-八, 列傳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1462080 新譯史記. 六-八, 列傳 韓兆琦注譯 二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1462103 思考的祕密 傅皓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134 邏輯 林玉體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2141 找回睡眠力: 銀髮族睡眠寶典 陳錫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158 新譯穀梁傳 顧寶田注譯; 葉國良校閱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172 民法債編總論 楊芳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2189 新譯曹子建集 曹海東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288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462295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462301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462318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462325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462332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462349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462356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462363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462370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462196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2387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462400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462417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462424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462431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462448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462455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1462462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1462479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1462486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1462202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2493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1462509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1462516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1462523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1462530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1462547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1462554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1462561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1462578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1462585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1462219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462592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1462226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462233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462240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462257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462264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462271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462608 新譯潛夫論 彭丙成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615 馬基維利語錄 塩野七生著; 楊征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646 大壞熊! 愛咪.戴克曼文; 澤切里亞.歐哈拉圖; 酪梨壽司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684 大藝術家巴布 瑪莉安.杜莎文圖; 柯倩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707 法布爾: 荒地上的昆蟲詩人 詹文雄著; 江正一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714 先秦疊疊樂 胡其瑞著; 王平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745 穿芭蕾舞裙的老虎 菲比.聖地亞戈文.圖; 胡培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78

千佛山白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670 心經導論附心經今釋 白雲老禪師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9308687 彌陀淨土法要; 普門品 白雲老禪師講述;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編輯部整理再版 平裝 1

9789869308694 圓覺法義 白雲老禪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382 奇遇小黑貓: 波波寶貝 兔子波西作; 賴馬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405 是誰的聲音 徐瑞蓮文; 若凡圖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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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41511 我有絕招 可白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41481 我有絕招 可白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1498 我有絕招 可白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1504 我有絕招 可白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1795 老鼠吉力古 李維明文; 莊河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01 西瓜星球,砰! 李維明作; 大尉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18 外星人的禮物 兔子波西文; 葉懿瀅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25 魔法小象找朋友 王洛夫文; 巫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32 傻瓜老鼠誤會貓 王洛夫文; 大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49 大膽的膽小鬼 陳肇宜文; 李長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56 彈簧腿跳跳 陳沛慈文; 大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63 我的老爸大明星 兔子波西文; 大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70 頭號通緝犯 陳肇宜作; 蔡兆倫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87 校園紅衣鬼 陳肇宜作; 蔡兆倫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894 終極解碼戰 陳肇宜作; 蔡兆倫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917 少年推理小說 陳肇宜作; 蔡兆倫插畫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41924 聖誕老婆婆 李光福作; 徐建國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931 記得 陳碏作; 法蘭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948 無敵轉學生王維 阿德蝸作; 任華斌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955 消失的黃金 陳肇宜作; 蔡兆倫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3

小批次文化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815 尋找屬於自己的12使徒: 因威士忌而美好的探索之旅林一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54083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張世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54106 世說新語 劉孝標原注; 劉義慶編撰; 蔡素禎, 張翠蘭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54113 老子讀本 林翠萍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54120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汪崇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4970 學著,好好愛 孫中興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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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27322 科學氣功: 李嗣涔教授30年親身實證.每天10分鐘.通筋絡袪百病李嗣涔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407 你對自己的瞭解可能是錯的: 發現真實自我的113個心理測驗愛薇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14 不要害怕當傻瓜: 有膽識,才不會礙事 汪凱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21 你是好人緣還是顧人怨?測試自我友情輻射力的108則心理測驗葛瑞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38 你會致富還是致負?測試你人生成功指數的114則心理測驗豪野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45 緣來是你: 男女生都愛的101則愛戀心理測驗 凱特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52 大偵探識破騙局遊戲: 故布疑陣 喬伊休斯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69 大偵探識破騙局遊戲: 誰是兇手 喬伊休斯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279 財務學導論 慎思齊, 孫一凡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孚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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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0822 資源革命: 如何抓住一百年來最大商機 史蒂芬.海克(Stefan Hack), 麥特.羅傑斯(Matt Rogers)作; 黃庭敏譯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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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12764 不用開口就讓人覺得你很好聊: 害羞、嘴拙、怕尷尬?只要一個動作、一句話,就能讓人主動搭話木村隆志著; 高宜汝譯 平裝 1

9789865612801 好人主管的狡猾管理學: 我自己來做還比較快? 難怪你老是替部屬收爛攤,當主管該有的心理素質,要從狡猾開始。井上和幸著; 劉錦秀譯 平裝 1

9789865612818 FBI教你讀心術: 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帛喬.納瓦羅, 馬文.卡林斯著; 林奕伶,廖桓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849 這年頭,一定要懂風水 朱蓮麗(Lillian Too)著; 甄立豪譯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612856 第一本阿里巴巴認證 淘寶開店聖經:網路行銷最佳實務,註冊、進貨、裝修、開店,一本書給你全套解決方案劉珂著 平裝 1

9789865612863 小家,越住越大: 高手幫家微整型,客廳永遠不亂、廚房空間多 30%、小坪數也有衣帽間,玄關這樣設計,隨你狂買鞋。逯薇著 平裝 1

9789865612870 名師這樣教 物理秒懂: 國中沒聽懂、高中變天書,圖解基礎觀念,一次救回來左卷健男, 浮田裕編著; 林展弘譯 平裝 1

9789865612887 待辦事項這樣列,工作當場完成一半 班.以利亞著; 蔣雪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894 這是你的團隊,你會怎麼帶?: 部屬為什麼不照我意思行動?怎麼改變?管理者必學的行為分析技術島宗理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900 快.時尚顯高穿搭術: 超過260套範本,平價時尚就能完美滿足上班、赴宴、休閒風格的穿著齊藤寬子著; 白璧瑩譯 平裝 1

9789865612917 大師級Excel取巧工作術: 一秒搞定搬、找、換、改、抄,資料分折一鍵結果就出來,對方秒懂、服你專業望月實, 花房幸範著; 邱惠悠譯 平裝 1

9789865612924 銷售之神這樣讀空氣: 一招冷場變熱、一句化解尷尬、五不二要......我這樣抓出話題,從老婆到客戶統統點頭松下周平作; 劉皖蓉譯 平裝 1

9789865612931 管理你的慌張: 「慌」能激發鬥志,也會壞事,所以要管理,這是經醫學證實有用的臨場絕西多昌規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5612955 第三波數位革命 史蒂夫.凱斯著; 廖桓偉譯 平裝 1

9789865612962 我買雪球組,熊出沒照賺87%特別加贈版: 2017年最新倉儲股名單及選股策略大公開溫國信著 平裝 1

9789865612979 雷神索爾也在練的隨時版核心基礎運動 艾利克.古德曼(Eric Goodman)著; 閻蕙群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12986 先戒了維他命再說!: 醫學博士告訴你,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機能營養品裡頭被隱藏的真相明承權作; 賴姵瑜譯 平裝 1

9789865612993 不看盤,我才賺到大錢: 只想靠一檔股票、買了不理也能獲利?你要選ETF,低成本指數型基金比爾.蘇西斯(Bill Schultheis)著; 劉真如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766 獨眼孫悟空 張嘉驊文; 南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0773 牛大力的聖誕禮物 王文華文; 林韋達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也是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易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9789869419000 一直一直躺著睡 陳沛珛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17 小班 李若昕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24 拉拉的皇冠 WaHa Huang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018 流金歲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082 好朋友 愛地球: 公益環保繪本 魏嘉興繪圖; 林子堯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09 網路成癮遊戲成癮面面觀 林子堯主著; 謝詠基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452 女科技人的理性與感性 高惠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159 瑜伽入門先導之術 佘雪紅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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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6137 異鄉人. 3, 星月海洋 黛安娜.蓋伯頓(Diana Gabaldon)作; 游卉庭, 洪毓徽譯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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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8667 一學就會的短片課: 拍出好短片的77個關鍵觀念及技術史蒂夫.斯托克曼(Steve Stockman)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674 從落難考生到影帝: 大泉洋的十六年青春饒舌物語大泉洋作; Timeout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681 人能自主選擇而負擔道德責任嗎?: 思考道德的哲學之路侯貝(Blanche Robert)等作; 廖健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600 魚料理: 一種日本藝衠 增井千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617 被我封殺的感傷 大島渚作; 周以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女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三省書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333 英國皇家特種部隊格鬥術: SAS防暴制敵經典教範張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340 太極拳散手闡微 劉篤義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357 中老年常見病奇方妙治 李笑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364 正宗陳氏太極拳養生功 陳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371 即學即用的詠春拳實戰絕技 梁旭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371 即學即用的詠春拳實戰絕技 梁旭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388 開元先天勁拳學: 先天勁進階功法 潘岳著 2版 平裝 1

9789863461395 日語常用慣用型 葉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01 吳氏九世中醫秘驗方精選 吳風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18 少數民族民間治療疑難怪病絕技 張力群, 李友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25 冠軍教您養生功 易筋經 董國興, 甘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32 偏方功效解秘 譚同來, 袁曉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49 武功按摩修練秘術 十八代祖傳點穴訣 江永慎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56 冠軍教您養生功 五禽戲 董國興, 甘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63 複方治大病 吳海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70 太極鼓盪勁 莊金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487 零基礎學正宗陳氏太極拳 陳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494 縱橫內家武學: 萬里拳蹤 潘岳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861 八關齋戒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878 如是我聞 釋悟顯作 其他 1

9789865856885 八關齋戒 釋悟顯作 其他 1

9789865856892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908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清)西有沙門蕅益智旭解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915 恆河大手印. 上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6922 恆河大手印. 下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6960 菩薩行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56991 佛法修證心要: 心中心法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03 佛法修證心要: 略論明心見性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乘定香精舍

大展



9789869419710 佛法修證心要: 淨土指歸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27 佛法修證心要: 方便開示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34 佛法修證心要: 碧巖錄講座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41 佛法修證心要: 禪海微瀾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58 彌陀大願的核心 釋悟顯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65 梵網經菩薩戒正說 釋悟顯講述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9419772 梵網經菩薩戒正說 釋悟顯講述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9419789 善護三業 釋悟顯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796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釋悟顯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01 慈悲有情 釋悟顯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18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25 認識大乘佛教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32 始終心要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49 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56 心淨土淨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63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2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70 認識佛教: 釋教三字經(下)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87 心經: 白話述義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594 禪關策進 雲棲寺沙門蓮池袾宏大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06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夏蓮居會集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13 認識佛教: 釋教三字經. 上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20 性相通說 (明)憨山沙門德清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37 大乘起信論 馬鳴菩薩造; 梁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44 六祖壇經 六祖慧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51 金剛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410 墨筠詩集 馬豫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小書齋



9789869262392 姆米與大洪水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57 姆米谷的小寓言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64 姆米爸爸航海記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471 姆米谷的奇妙居民 朵貝.楊笙(Tove Jansson)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611 報告船長!: 我們準備啟航囉! Usborne編輯團隊作;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628 彼得與他的寶貝 莎拉.潘尼帕克(Sara Pennypacker)作; 黃筱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635 瘋狂樹屋65層: 驚奇時空歷險記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廖綉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642 祕密之屋. III, 風之女巫最後逆襲 克里斯.哥倫布(Chris Columbus), 奈德.維齊尼(Ned Vizzini), 克里斯.瑞蘭德(Chris Rylander)作; 戴榕儀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7172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890-1895年案件 蒙面房客(簡體字版)柯南.道爾著; 丁凱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219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895-1897年案件 魔鬼之足(簡體字版)柯南.道爾著; 丁凱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288 X恐龍探險隊II. 第2輯 陳紹霖,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7387 激戰異變龍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394 這個三國不一樣. 4 梁善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431 吃對食物,養好肝(簡體字版) 柴瑞震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448 吃對食物,養好肺(簡體字版) 柴瑞震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455 世界國旗圖鑑(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7462 立方體造型甜點 信太康代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479 森林家族園遊繪(簡體字版) 糖果嗡嗡作 平裝 1

9789863017486 莉莉安的奇幻塔羅教室(簡體字版) 知心姊姊作 平裝 1

9789863017509 這個三國不一樣. 5 梁善模作;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516 世紀對決大毀滅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523 寂寞,無上限(簡體字版)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7530 零負評!柔軟溼潤蛋糕 濱內千波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547 把星星都點亮(簡體字版) 肆一著 平裝 1

9789863017554 這個三國不一樣. 6 梁善模作;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561 王者之戰 陳紹霖, 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578 別拿家人出氣: 讓愛從家庭出發(簡體字版) 林慶昭著 平裝 1

9789863017585 巷子口的賈伯斯!點時成金的秘密(簡體字版) 邢憲生, 丁肇玢著 平裝 1

9789863017592 這樣做、那樣說,跟任何主管都合得來!(圖解版)(簡體字版)侯賽雷著 平裝 1

9789863017608 記憶改寫,找回原本美好的自己!(簡體字版) 吳娟瑜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眾國際書局



9789863017615 找一個真正會幫你賺錢的理專(簡體字版) 陳世杰著 平裝 1

9789863017639 我曾經想為了你勇敢一次(簡體字版) 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684 殺手,勢如破竹的勇氣(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9524 李嘉誠再談做人做事做生意 王祥瑞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739 健康的真相 廖曉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9883 愛上法式三明治: 自由搭配的美味 勝野真一著; 劉季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890 腎不虛,人自好: 肖相如醫師要你知道的64個護腎祕訣肖相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06 養胃健脾,你吃對了嗎? 趙迎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13 養腎補氣,你吃對了嗎? 趙迎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20 贏在格局,輸在心計 蘇維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37 胖補陽,瘦滋陰 劉靜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3616 孩子,我們一起靜心瑜伽吧: 晚安篇 瑪莉安.蓋茲(Mariam Gates)著; 莎拉.珍.杭德(Sarah Jane Hinder)繪; 胡君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23623 孩子,我們一起靜心瑜伽吧: 早安篇 瑪莉安.蓋茲(Mariam Gates)著; 莎拉.珍.杭德(Sarah Jane Hinder)繪; 胡君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23630 孩子,我們一起靜心瑜伽吧: 早安篇&晚安篇 瑪莉安.蓋茲(Mariam Gates)著; 莎拉.珍.杭德(Sarah Jane Hinder)繪; 胡君梅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23647 瑜珈就是心靈修行: 斯瓦米韋達的22堂覺醒生活課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著; 石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654 與眾神共振: 食氣三部曲. 3 潔絲慕音(Jasmuheen)著; 童貴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661 活出當下的平靜 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678 運動傷害復健書 布萊德.華克(Brad Walker)著; 柯品瑄, 周傳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685 上師也喝酒? 宗薩蔣揚欽哲諾布(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Norbu)著; 姚仁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692 達賴喇嘛說佛教: 探索南傳、漢傳、藏傳的佛陀教義達賴喇嘛(Dalai Lama), 圖丹.卻准(Thubten Chodron)著; 項慧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708 航向成功企業的55種商業模式 奧利佛.葛恩曼(Oliver Gassmann), 凱洛琳.弗朗根柏格(Karolin Frankenberger), 蜜可萊.塞克(Michaela Csik)著; 劉慧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821 生命之樹卡巴拉: 西方神秘學的魔法根本 約翰.麥克.格里爾(John Michael Greer)著; 蕭漢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3838 量子觸療好簡單: 能量養生新趨勢,保健療癒自己來!理查.葛登(Richard Gordon)著; 蔡永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845 天堂沒有不快樂的毛小孩: 55個真實故事,回覆你最牽掛的16個問題桑妮亞.費茲派崔克(Sonya Fitzpatrick)著; 詹采妮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852 奧修禪卡占卜書: 以塔羅為鑰 天空為限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869 寵物通心術: 62個通心術練習大公開 瑪塔.威廉斯(Marta Williams)著; 何秉修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橡實文化



9789865623876 為什麼讀書?: 偉大讀者的必然與非必然 夏爾.丹齊格(Charles Dantzig)著; 閻雪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883 瑜伽就是心靈修行: 斯瓦米韋達的22堂覺醒生活課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890 為自己選對一幅唐卡: 西藏唐卡繪畫大師帶路,讓你選對唐卡,創造自己的心靈聖境蔣詠.辛傑(Jamyong Singye)作; 林瑞冠, 賴隆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06 藏在塔羅裡的占卜符碼 天空為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13 你就是世界: 克里希那穆提90篇經典對話錄 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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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23937 圖解無上瑜伽: 金剛乘最高密法.脫離輪迴的關鍵途徑張宏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44 生命之樹卡巴拉: 西方神秘學的根本 約翰.麥克.格里爾(John Michael Greer)著; 蕭漢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51 眾神的食物(食氣三部曲1) 潔絲慕音(Jasmuheen)著; 林玲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68 卡到陰: 一個造命世家的女兒,從卡陰、通陰陽到修行的靈界接觸蘇家綿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75 算你好命: 15分鐘抓住紫微四化能量,創造好命 王牧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82 瑜伽經白話講解 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著; 石宏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3999 好人怎麼會幹壞事?: 我們不願面對的隱性偏見 瑪札琳.貝納基(Mahzarin R. Banaji), 安東尼.格林華德(Anthony G. Greenwald)合著; 葛櫻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901 夢境完全使用手冊: 操控夢境,翻轉人生! 史蒂芬.賴博格(Stephen LaBerge), 霍華德.瑞格德(Howard Rheingold)著; 蔡永琪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925 邁向成功企業的55種商業模式 奧利佛.葛恩曼(Oliver Gassmann), 凱洛琳.弗朗根柏格(Karolin Frankenberger), 蜜可萊.塞克(Michaela Csik)著; 劉慧玉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7881 草枕 夏目漱石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898 交易聖經: 六大交易致勝通則,建立持續獲利的贏家模式布倫特.潘富(Brent Penfold)著; 羅耀宗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7904 理性選民的神話: 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著; 陳鴻旻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911 散戶投資上手的第一本書: 投資股市最該懂的45件事, 教你買對賣對,抓住賺錢機會王力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928 真田三代的挑戰: 弱者的生存戰略,以小勝大的真田兵法福永雅文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935 陰翳禮讚: 綻放幽暗的細緻書寫,谷崎潤一郎美學傑作集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97942 漫畫新世紀孫子兵法: 孫子式戰略思考 長尾一洋著; 石野人衣繪;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959 毒舌的技術 北野武作; 賴庭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966 非典型力量: 暗黑人格的正向發揮,不受束縛的心理超人凱文.達頓(Kevin Dutton)著; 陳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7973 不輸的力量: 世界史的成功戰略 神野正史著;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7980 壽司幹嘛轉來轉去? 林總著; 武井宏文繪; 江裕真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97997 壽司幹嘛轉來轉去?. 2 林總著; 武井宏文繪; 江裕真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8028 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 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著; 李祐寧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08754 簡明內外科護理學 楊文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61 撫今追昔話臺中: 五個女人的地方書寫 林婉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78 興悅讀: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讀心得作品集. 第四冊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85 人體解剖生理之肌肉系統概論 李建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792 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與變革: 以嘉南藥理大學為例黃明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08 阿爾發病毒與相關研究 汪蕙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15 歐陽脩的詩及其<>學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22 日本語で上手に手紙を書こう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39 江南詩人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46 眼視光基本檢查技術 陳琮浩, 卓達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53 侍從主義理論發展與臺灣經驗: 雲林縣的個案分析劉華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77 行銷研究: 市場調查與分析 胡政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884 生態學 陳南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40 澄懷味象書畫展 新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623 中華家庭教育學 趙剛, 王以仁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322 父摯語 牽一生: 陳炯明回憶錄 呂寶蓮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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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揚國際開發

大揚



9789863156192 經濟學高分題庫 王志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7888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政府會計(含概要) 三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7918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行政學精析 舒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925 逼真!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何曜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7932 主題式機械製造(含識圖)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7987 經濟學(臺電.中油) 王志成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7994 經濟學 王志成編著 第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007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 南春白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014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司法) 南春白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038 社會學 陳月娥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090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106 關務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8205 行政學口訣 蔡先容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212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 105年度 陳培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22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審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236 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 張千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243 最新測量學題庫千題精解 高銘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250 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國民營版) 張千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267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281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 林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304 行政學(含概要)測驗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342 國文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366 工程力學(含靜力學、材料力學、動力學) 祝裕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397 逼真!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張恆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410 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庫(適用管理學、管理概論)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427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434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 李振濤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441 法學緒論頻出題庫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458 政治學(含概要)混合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458 政治學(含概要)混合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 蔡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465 法學緒論(題庫+歷年試題) 章庠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472 法學緒論測驗題庫 穆儀,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8489 逼真!國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8496 絕對命中!行政法全面破解 江南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502 逼真!企業管理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519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五,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藝術概論)潘雲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526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533 行銷學(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540 校長主任甄試葵花寶典: 答題技巧與試題詳解 謝龍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557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564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588 逼真!鐵路運輸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白崑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595 公民(國民營) 邱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601 中華民國憲法頻出題庫 羅格思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618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司法五等) 檢正城, 王一周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625 國考必勝的心智圖法 孫易新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632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649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656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663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670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高分題庫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700 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724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財政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731 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歷屆試題精闢新解(含教行、教心、測統、教史哲、比較、教概等)陳培林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748 超級犯規!郵政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8755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包括移民人權) 翊傑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762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測驗一次過關 蔡季霖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779 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江南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8786 主題式機械原理(含概要、常識)高分題庫 何曜辰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8793 鐵路運輸學(含概要) 白崑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809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8816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成本與管理會計(含概要)賦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823 數理邏輯(邏輯推理)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8830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847 主題式行銷學(含行銷管理學)高分題庫 張恆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854 企業管理大意滿分必殺絕技 楊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861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8878 搶救郵政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885 搶救銀行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892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大意(內勤) 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908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含概要)精析 陳正祥, 成傑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915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營運職/專業職一)陳金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922 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高明, 尚榜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939 逼真!法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任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946 主題式企業管理(含大意) 張恆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8953 主題式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張恆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977 物理高分題庫 千華物理科名師群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898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8991 圖解式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金融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9004 企業管理(含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011 勝出!外勤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條文對照式題庫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035 法學知識與英文頻出題庫 成宜, 德芬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042 勝出!內勤郵政三法大意條文對照式題庫 游正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059 捷運常識(含捷運系統概述) 白崑成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9066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外勤)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073 校長主任甄試金榜必讀160題 林翠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080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103 邏輯推理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110 國貿業務乙級技術士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秘笈 三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127 郵政英文勝經 劉似蓉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9141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焦點速成+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158 犯罪偵查 劉偉祥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165 國文: 測驗滿分要術 尚素麗, 鍾裕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172 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 蔡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189 國文(作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駱英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9196 勝出!英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 德芬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202 郵政外勤歷年試題三合一解題勝經 高朋, 張恆, 游正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9219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3749226 犯罪偵查(含概要) 趙豐群, 何瑞修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233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滿分必殺絕技 楊均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264 主題式電路學高分題庫 甄家灝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271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 甄家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288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陳金城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9318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325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重點精要+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332 預官國文(含孫子兵法) 鍾裕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356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417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五105年度 歐昌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424 國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448 郵政三法大意全真模擬題庫 陳金城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462 行政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劉政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486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六, 105年度 吳珊珊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137 态: 侯珊瑚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1137 态: 侯珊瑚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51 無伴奏. IV 黃舜星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568 無伴奏. V, 黃舜星作品集 黃舜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6294 布瓜的世界 幾米作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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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7147 在田中央: 宜蘭的青春.建築的場所.島嶼的線條 田中央工作群等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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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7512 雲水一年: 行住坐臥永平寺 野々村馨著; 吳繼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529 忽遠忽近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543 在一起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550 金色的加利福尼亞共和國 林心雅, 李文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1

送存冊數共計：112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



9789862137567 交換日記 徐玫怡, 張妙如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2137574 交換日記 徐玫怡, 張妙如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2137581 而你,沒有回來 瑪塞琳.羅立登-伊凡斯(Marceline Loridan-Ivens)著; 蘇禎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611 那不勒斯故事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628 阿米. 1, 星星的小孩 安立奎.巴里奧斯(Enrique Barrios)著; 趙德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635 阿米. 2, 宇宙之心 安立奎.巴里奧斯(Enrique Barrios)著; 趙德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642 阿米. 3, 愛的文明 安立奎.巴里奧斯(Enrique Barrios)著; 趙德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659 外公家書 陳德勤, 陳允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666 每日一問: 經典5年日記 波特風格出版社著; 許恬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7673 絳紅廢墟 唯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772 蔣廷黻與蔣介石 湯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796 642件可寫的事 舊金山寫作社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143 艾琳挑戰!我會說日語. vol.2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150 艾琳挑戰!我會說日語. vol.3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235 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 練習ABC.問題解答(附中譯)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259 成語諺語精選300則 上野潤子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266 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I, 改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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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11273 大家的日本語 讀本篇 初級 改訂版 牧野昭子等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310 日中英旅遊隨身辞典 大新書局編輯部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1327 日中英日常会話辞典 大新書局編輯部編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859 道德經講義 標點本 陳榮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189 再忙也要吃得好 柯提斯史東作; 胡淑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三達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3634 又見一抹藍: 大菁藍手10年記 鄭美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3641 穿越時空的中國鐵道紀行 吳柏青作 平裝 1

9789866433658 不只是咖啡: 我的人生與咖啡的親密關係 林秋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071 天下麒麟榜: 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 大秦.兩漢.三國篇晁中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95 天下麒麟榜: 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 兩晉.大唐.兩宋篇晁中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19 明朝的那些九千歲 胡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33 這次你怎麼沒有哭? 陳政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40 愛在病房蔓延 謝佳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57 西鄉隆盛的傳世智慧: 南洲翁遺訓 王光波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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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0541 遊俠少年行 李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165 ㄅㄆㄇ唱學兒歌 林芳萍文;蕭秝緁圖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54196 新手駕駛巴士弟弟 信實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00 龍族英雄(蒲牢): 暗黑深海的呼喚 陳沛慈作; 楊雅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3417 再見了!變成鬼的媽媽 信實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24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原作; 木野陽漫畫; 陳姿瑄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31 誰才是寶貝 黃志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62 大膽的老婆婆 安石榴作; 蕭雅綺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旗



9789868967571 業務之神的絕學: 加賀田晃簽約率99%的銷售術 加賀田晃著; 鄭舜瓏譯 平裝 1

9789869352956 交辦的態度: 為什麼好的指令可讓「團隊奮起」,而一句批評卻讓部屬們「沉默不語」?吉田幸弘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869352963 努力得不到回報的理由是: 練習每天一點一點放鬆自己,所有困難都會化為空氣心屋仁之助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352970 星巴克、宜得利獲利10倍的訂價模式: 為什麼訂高價,買氣卻更好?該如何便宜賣,還能賺更多?千賀秀信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352987 Google、PPT、Excel的故事.卡片簡報術: 超業、TED演講者、賈伯斯都用這4個步驟, 說服每個人!家弓正彥作;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352987 Google、PPT、Excel的故事.卡片簡報術: 超業、TED演講者、賈伯斯都用這4個步驟, 說服每個人!家弓正彥作;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386708 每天早上5分鐘,建立你的筆記清單: 解決常常出錯、延遲、忙不過來的人,提高3倍效率的五十個提案!吉山勇樹作; 易起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6715 阿德勒教你用傾聽給人勇氣: 1句話、1個眼神,就能讓對方敞開心房的療癒技巧!岩井俊憲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386722 破冰、突破心防的回話模式: 懂這21種回話方式,你就不用為了迎合別人而委屈自己!久保俊博作;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6739 大秦帝國: 從商鞅變法到一統天下的歷史思辨之旅王杉著 平裝 1

9789869386753 MIT.哈佛教你決斷的科學: 學會9方法,讓行動100%成功！內田隆著; 陳俊丞, 乙醚譯 平裝 1

9789869386760 股素人、卡小孜的收租股總覽: 好存股一把抓,3-5年100%股素人, 卡小孜著 平裝 1

9789869386784 遠交近攻: 教你說服、破冰、對應與結盟的一門說話藝術王杉著 平裝 1

9789869386791 這年頭,得懂孫子: 看穿每場賽局,營造你成功的32個攻守策略!福田晃市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420433 我的K線日記: 7大絕學,讓我的資產多100% ダイヤモンド.ザイ編集部作; 呂理州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6029 探黑 廖書荻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388 來!煎一鍋大象蛋 寺村輝夫文; 長新太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418 愛說話的荷包蛋 寺村輝夫文; 長新太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494 小小人兒來幫忙: 搜救大隊出動了 中川千尋文; 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00 小企鵝搭郵輪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31 小企鵝搭火車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62 哇!屁股 麥布瑞斯.安徒生文; 捷思柏.德列倫圖; 沙永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593 我相信你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609 原來太空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文.設計; 手塚明美圖; 黃郁婷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116654 我愛你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661 臺南遊 孫心瑜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678 交給我吧! 三浦太郎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685 嘿咻,用點力! 三浦太郎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809 12個人一天的生活 杉田比呂美文.圖; 米雅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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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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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625991 艾瑞.卡爾好朋友 艾瑞.卡爾文.圖; 游珮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042 爺爺一定有辦法 菲比.吉爾曼(Phoebe Gilman)文.圖; 宋珮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6059 來問我呀 伯納.韋伯文; 蘇西李圖; 黃迺毓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378 空姐愛嬉遊I SEE YOU 蔡菊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7392 戰勝期貨: 操盤高手投資策略 郭子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5293 告別行銷的老童話: 捕捉頑皮CP值與個性化購買者的新影響力科學伊塔瑪.賽門森(Itamar Simonson), 埃曼紐爾.羅森(Emanuel Rosen)合著; 陳儀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783 Homunculus 吳逸寒[作] 精裝 1

9789869015783 Homunculus 吳逸寒[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317 新朋友讓我看見新世界 小林潔子文.圖; 黃瀞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86 雨傘 鄭芝英文.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86 雨傘 鄭芝英文.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9393 奶奶的聖誕裝飾 佐藤和貴子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07 三個氣球: 當父母不再同住時 金羊美文.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寫

上誼文化



9789869375214 元氣奶奶教你做蒸麵包 佐藤和貴子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21 貓咪小茶 保坂和志文; 小沢きかえ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38 你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 金槿熙文.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45 元氣奶奶的創意什錦燒 佐藤和貴子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69 我不敢和客人打招呼 征夫清文; 丸山綾子圖; 林珊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76 哥哥們何以,為什麼我不行? 伊馮娜.亨特柏格文.圖; 林珊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83 元氣奶奶的烤地瓜大餐 佐藤和貴子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596 拜訪大師: 智者的對話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602 煙雨微微: 月白風清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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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510 沙漏式飲食法: 席捲全球的抗老化飲食 克里斯.費伯斯(Kris Verburgh)著; 王念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27 比豆漿更健康的豆漿優格: 2週幫你除便祕、清血液、降血脂、強化骨骼、消除過敏主婦之友社著;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34 情緒紓壓: 英國巴赫花精療法 白石由利奈著; 歐芝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41 終結視力退化!椰子油生酮飲食法 布魯斯.菲佛著; 王念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89 身心療癒香草茶應用全書: 從栽種、選茶、沖泡到手作輕食,用香草治癒30種身體不適!佐佐木薰著; 王子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96 通經脈除百病: 百病起於經脈阻塞!教你疏經活血的救命養生操,恢復身體強大自癒力王漢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610 女人專屬: 最溫柔的節氣養生,藥膳、香氛、身體療癒杜丞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3627 戰鬥媽媽的餐桌與家書 王南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915 水果切盤與杯飾入門: 雞尾酒杯飾與果雕入門 曹輝雄, 田紹辰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貓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樹林



9789866479939 威化紙的秘密 梁玉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946 百變燜燒罐料理 王佳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953 暢銷歐包52道鋒味 李士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960 呂老師的甜點日記 呂昇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479977 呂老師的甜點日記(典藏版) 呂昇達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11292 臺北市快速道路圖 周宇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002 生死奧祕: 十六個生命的靈性對話與臨終學習 釋德嘉等著; 釋惠敏編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836 劉永仁: 无限的結晶 劉蘭辰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072 基礎油畫技法 陳穎彬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387 母親進行式 楊子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千年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趨勢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藝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應



9789868136458 祁海平精選集. 2006-2016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0605 價值主張年代: 設計思考X顧客不可或缺的需求=成功商業模式的獲利核心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Alexander Osterwalder)等著; 季晶晶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107 用併購讓經營更卓越: 就算爬窗也要聽的熱門課杜英宗著; 顏和正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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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2111 掌生香: 臺中糕餅款款行: 厚工 厚禮數 好呷 好等路 烘焙幸福 百年甘味李佳芳採訪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2241 浪漫臺三線款款行 把山種回來: 18個返鄉青年創業故事何靜芬執行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2258 浪漫臺三線款款行 惜食客滋味: 18個歲月精釀的美味故事賴姵如執行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5859 人生下半場,更精彩!: 4把金鑰重啟人生,創造美好老後肯.布蘭查（Ken Blanchard), 莫頓.謝維茲(Morton Shaevitz)著; 劉盈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934 日本職場案內100則: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 虞安壽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5941 高雄巷弄日和: 文創聚落、朝氣小舖、輕食咖啡,暢遊陽光海港城新亮點陳婷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958 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內田麟太郎文; 高巢和美圖;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5965 問題解決大全: 從阿德勒到麥肯錫,37個關鍵方法解決職場和生活難題堀公俊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972 資訊裂變: iPhone、超跑、無人機,全球經濟與想像力結晶的發展之路西薩.希達戈(César Hidalgo)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989 馬德里隨筆: 青春.語別.未完待續 林子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5996 啟動未來式頭腦: 關鍵12密碼,職場潛力X競爭力翻倍珍妮.布羅姬(Jenny Brockis)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009 擁抱平靜: 在每次呼吸中享受生命 麥可.艾克斯.史密斯(Michael Acton Smith)著; 劉盈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016 還要睡幾個晚上才到聖誕節? 馬可.史柏林(Mark Sperring)文; 賽巴斯汀.布勞恩(Sebastien Braun)繪; 黃意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023 樂遊巴黎: 蒙馬特、西堤島、杜樂麗&歌劇院區金知善, 文恩貞著; 獨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030 一本漫畫學會和風歲時日語 吉原早季子作; 劉建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047 行路遠方,與貓相愛的練習曲: 一個貓痴攝影師橫跨歐、亞、非,繞地球兩圈半的追貓紀行李龍漢著; 熊懿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054 補教老師怎麼教?啟發學習力與生活教育七堂課: 確立孩子一生受用的習慣、思考與價值佐鳴升學補習班教師群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061 圖解Shopping Mall情境會話: EZ TALK總編輯嚴選特刊林慧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061 圖解Shopping Mall情境會話: EZ TALK總編輯嚴選特刊林慧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078 和風飯食帖: 再來一碗!從牛肉丼到炊飯,日本料理研究家的獨門配方高賢哲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108 世界上最聰明的地方: 從鏽帶到智帶,看智力共享如何引領全球鏽帶城市聰明轉型安東尼.范艾格特梅爾(Antoine van Agtmael), 佛萊德.貝克(Fred Bakker)著; 葉家興, 葉嘉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日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218 首爾大學韓國語4B 首爾大學語言教育院作; 鄭乃瑋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3593 世紀藏春: 廖繼春全集 鄭育珊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3116 五專國文 黃瓊誼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43123 五專國文 周麗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43130 五專國文 洪瑞英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43246 碎玉藏珍邀你賞 朱培庚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53 元代蒐奇錄 袁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60 南朝陶淵明人物形象之建構與重構 陳啟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77 路遠迢遙 陳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84 消失的紫: 曾美麗短篇小說集之二 曾美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291 民國文學: 文學史的「空間」轉向 周維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307 民初的政治文化生態與新文學的空間場域 王永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314 文淵閣四庫全書元人別集補遺續 袁冀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321 沈繼周回憶錄 沈繼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345 夕陽情挑: 大明星與部長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352 錫伯族西遷與滿洲語文的傳承: 以<>為中心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376 京師大學堂 莊吉發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143383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3143390 抗戰勝利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專輯 潘長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06 草色 番茄 雪 宋曉傑, 娜仁琪琪格, 李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13 在江邊喝酒 王單單, 慕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20 行行重行行 韋樹定, 劉能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37 眼睛裡有毒 劉立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冊數共計：18

日月文化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升月鴻畫廊



9789863143444 故鄉與星空 藍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51 虛幻的王國 唐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68 碧海連江: 散落閩江口的珍珠 蔡富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75 桃園西門町風華: 博愛老街文史紀錄 陳維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720 世界年鑑暨中華民國名人錄套書. 2017 中央通訊社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806 天主的僕人: 劉獻堂主教晉鐸六十年晉牧卅五年觀想札記劉獻堂作 平裝 1

9789869383806 天主的僕人: 劉獻堂主教晉鐸六十年晉牧卅五年觀想札記劉獻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700 禪法要用 惠空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717 先天見佛 惠空法師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254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104年 104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初版 其他 1

9789865717407 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論文集. 105年 105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初版 其他 2

9789865717414 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438 安全研究與情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 朱蓓蕾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445 <>與古代犯罪偵查: 代表案例之分析與古今合證鄒濬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振聲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平慈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中央通訊社



9789869268912 人造恐慌: 擊破謠言和謬誤,告訴你真實的「基改食品」與「有機農業」J. M. Mulet穆萊特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8998 活出醇美大人味: 重整身心行李,做回久違的自己,預約有質感的晚美人生保坂隆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502 外省新頭殼 管仁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519 五臟保養書: 養生,必先調五臟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445 空港粉碎: 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 宇澤弘文著; 陳柏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636 在後現代的建築書寫 董皇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3643 建築圖學 Francis D.K. Ching原著; 戴楠青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3650 輕型鋼構造屋實錄: 朝陽科大綠建築生態屋 董皇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924 重效標音聲律啟蒙吟誦上下卷合刊 車萬育甫著; 謝何美雪吟誦 其他 1

9789868679931 雪盧老人詩文吟誦原音採譜 雪盧老人原著; 謝何美雪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217 攀向職場顛峰 柴御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564 清明上河圖(中英對照)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宋)張擇端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2571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Shiu-Lan (Jully) Huang, Wei-Chao Ch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2588 韓熙載夜宴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今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州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公共冊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合



9789869212595 韓熙載夜宴圖(簡體字版)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87075 專業藝術概論(影視類)總複習奪分寶典 秋承舜編著 五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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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8409 國學常識+應用文引導式筆記(學生版)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423 電子學. I, 引導式筆記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508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孫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140 正餐、小酌、消夜必備的120道嘴饞好料理 李英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57 新居的裝潢設計: 給家庭成員的幸福提案 林尚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64 醬子吃最健康: 家常菜的營養密碼 李張曄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71 巴黎不爽 陳雅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88 英文應該就醬子學: 達人拯救你的菜英文 王冠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95 7天學會最實用的InDesign電子書設計: AppCross電子書速習手冊陳吉清, 樂閱科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7460 寶寶成長周記: 讓新手父母也安心的育兒筆記 土豆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7477 孩子們的旅行意義: 用旅行帶給孩子不一樣的教養!萬之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7484 你一定要讀懂對方的肢體動作!: 四目交會還不夠,看穿肢體語言才能透視人心孫科炎, 李國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7491 自己的汪醬自己教: 毛小孩玩美調教的48堂課 藍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2408 寫給IT人看的MacTalk 池建強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102 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 李尚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26 跟著老錢遊曼谷不踩雷!玩到掛,爽到翻 老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33 黃金好習慣,一個就夠: 日本心理教練的習慣養成術三浦將作; 孫蓉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40 擊敗心中要你放棄的聲音: 60歲的陳焜耀征服極地超馬的戰鬥人生陳焜耀著; 王離整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心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字復興



9789869351164 多空轉折一手抓: 蔡森12招投資年獲利50%的贏家祕技(五萬冊紀念版)蔡森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208 時間密碼 顧德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215 黃媽媽說菜 劉玲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5892 成語唐詩翻轉教室: 創意修辭妙典 妙夫子著 平裝 1

9789865955922 色彩、視覺表徵及數位科技融入科學暨設計教育研究洪碩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101 初級泰文. 二 洪銘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435 明末清初<>註解研究 鄧克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42 十方成佛: 華嚴小百科 曹郁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59 天臺與諸宗圓頓思想之論觀 施凱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448 貝多芬快樂徹爾尼100首. 下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312448 貝多芬快樂徹爾尼100首. 下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312455 貝多芬快樂學哈農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312455 貝多芬快樂學哈農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312462 貝多芬快樂拜爾教本. 上冊(1+2A級) 尹宏明編寫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仁風文創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日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空數位圖書



9789869312462 貝多芬快樂拜爾教本. 上冊(1+2A級) 尹宏明編寫 其他 1

9789869312479 貝多芬快樂拜爾教本. 中冊(2B+3級) 尹宏明編註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4403 基礎微積分 黃學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79667 三國笑史. 1, 賣鞋郎劉備出運了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79674 三國笑史. 2, 關東主袁紹大進擊!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724 三國笑史. 3, 戰神呂布大暴走!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984 三國笑史. 4, 英雄關羽熱血戰紀!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844 三國笑史. 5, 神算孔明揚名天下!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664 三國笑史. 6, 瀟灑哥周瑜風雲鬥!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401 三國笑史. 7, 梟雄曹操大爭霸! 林明鋒編繪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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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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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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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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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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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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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6832 玩出創意. 3, 77個奇趣科學玩具 許良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832 玩出創意. 3, 77個奇趣科學玩具 許良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856 美濃客家語寶典 劉明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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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7013 創意不足?用TRIZ40則發明原理幫您解決! 高木芳德著; 李雅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013 創意不足?用TRIZ40則發明原理幫您解決! 高木芳德著; 李雅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020 俗語及俚語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020 俗語及俚語 楊琇惠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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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7099 納粹: 歷史的教訓 勞倫斯.呂著; 林立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099 納粹: 歷史的教訓 勞倫斯.呂著; 林立樹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五南



9789571187105 文學經理學 周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29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寫作表達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材編輯委員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7129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寫作表達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材編輯委員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7136 50則非知不可的化學概念 海莉.柏琪著; 張如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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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7181 電腦輔助測驗與評量 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98 超詳細!人體解剖著色學習本 Joe Ziemian文字; Margaret Matt繪圖; 董倫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198 超詳細!人體解剖著色學習本 Joe Ziemian文字; Margaret Matt繪圖; 董倫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35 國中生,加油!: 寫給國中生的第一本書. 2 林香河, 林進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235 國中生,加油!: 寫給國中生的第一本書. 2 林香河, 林進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242 孩子的第一本人體著色學習本 Donald M. Silver, Patricia J. Wynne編繪; 董倫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42 孩子的第一本人體著色學習本 Donald M. Silver, Patricia J. Wynne編繪; 董倫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73 遇見徐志摩: 風往哪裡吹 敏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73 遇見徐志摩: 風往哪裡吹 敏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280 刑事實體法典 林朝雲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87280 刑事實體法典 林朝雲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87310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87版 精裝 1

9789571187310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87版 精裝 1

9789571187327 刑事程序法典 林朝雲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87327 刑事程序法典 林朝雲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87334 群己人倫與生命關懷 溫媺玫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7341 警察法典 林朝雲, 竇寅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87365 不花一毛錢的小旅行: 超有料博物館 王派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365 不花一毛錢的小旅行: 超有料博物館 王派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372 個人危機: 預判、預防、處置與善後 鍾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372 個人危機: 預判、預防、處置與善後 鍾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396 安藤忠雄的東京大學建築講座: 連戰連敗 安藤忠雄著; 張健, 蔡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7396 安藤忠雄的東京大學建築講座: 連戰連敗 安藤忠雄著; 張健, 蔡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7402 悅讀: 中文鑑賞與表達 明志科技大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02 悅讀: 中文鑑賞與表達 明志科技大學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26 圖解生產計劃與管理 歐宗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7426 圖解生產計劃與管理 歐宗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7440 新教育哲學 簡成熙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40 新教育哲學 簡成熙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71 現代生活應用文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471 現代生活應用文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488 變身!生活超人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88 變身!生活超人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95 國中生手札 林進材, 林香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95 國中生手札 林進材, 林香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501 圖解閩南語概論 陳筱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501 圖解閩南語概論 陳筱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518 圖解法律 楊智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518 圖解法律 楊智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525 坡地植生工程 林信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525 坡地植生工程 林信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532 哈囉!地球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532 哈囉!地球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570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1187570 房地產理論與實務 吳家德著 十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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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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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7624 氣的跨文化思考: 王船山氣學與尼采哲學的對話劉滄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24 氣的跨文化思考: 王船山氣學與尼采哲學的對話劉滄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48 生命讀寫任意門 明道大學閱讀與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648 生命讀寫任意門 明道大學閱讀與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655 唯我獨尊: 科比布萊恩 張佳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55 唯我獨尊: 科比布萊恩 張佳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62 圖解衛生行政與法規 顧祐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62 圖解衛生行政與法規 顧祐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79 中文鑑賞與應用 環球科技大學文哲教學研究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7679 中文鑑賞與應用 環球科技大學文哲教學研究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7686 創意藥膳養生料理 顧祐瑞, 廖昱翔, 曹舜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86 創意藥膳養生料理 顧祐瑞, 廖昱翔, 曹舜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93 客家語言論輯 徐貴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693 客家語言論輯 徐貴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09 借味.越讀: 時光.地景.大度山 林香伶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09 借味.越讀: 時光.地景.大度山 林香伶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47 閱讀與寫作 王鳳珠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47 閱讀與寫作 王鳳珠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54 小女孩大力量: 沈芯菱的公益世界 周姚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54 小女孩大力量: 沈芯菱的公益世界 周姚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92 倫理帝國主義: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與社會科學Zachary M. Schrag著; 戴伯芬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792 倫理帝國主義: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與社會科學Zachary M. Schrag著; 戴伯芬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08 基礎自動控制 黃中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08 基礎自動控制 黃中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22 閩南語演說好撇步 鄭安住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87822 閩南語演說好撇步 鄭安住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87839 藝術與法律 沈中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846 現代小說選 余昭玟, 林秀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46 現代小說選 余昭玟, 林秀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60 西班牙語線上教學升等實務報告參考著作 王鶴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884 西班牙語線上教學課程之設計與教學成果 王鶴巘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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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7914 家庭教育導論 黃迺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14 家庭教育導論 黃迺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52 大數據. 語意分析整合篇 謝邦昌, 謝邦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52 大數據. 語意分析整合篇 謝邦昌, 謝邦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76 企業倫理: 精華理論及本土個案分析 吳永猛, 陳松柏, 林長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76 企業倫理: 精華理論及本土個案分析 吳永猛, 陳松柏, 林長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83 職場倫理 葉保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83 職場倫理 葉保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990 會計學導論 馬嘉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7990 會計學導論 馬嘉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8034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8034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8041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十三版 精裝 1

9789571188041 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十三版 精裝 1

9789571188058 犯罪心理學 楊士隆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88058 犯罪心理學 楊士隆著 6版 平裝 1



9789571188065 日本債權回收實務 島田法律事務所著; 許明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065 日本債權回收實務 島田法律事務所著; 許明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072 監獄學: 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 楊士隆, 林茂榮著 9版 平裝 1

9789571188072 監獄學: 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 楊士隆, 林茂榮著 9版 平裝 1

9789571188089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六版 精裝 1

9789571188089 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張麗卿著 六版 精裝 1

9789571188096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8096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8119 失落的真相: 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 雷家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8119 失落的真相: 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 雷家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8133 <>選文: 一場哲學與心靈的對話 傅孝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33 <>選文: 一場哲學與心靈的對話 傅孝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40 羽球邁向卓越 Tony Grice著; 許明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40 羽球邁向卓越 Tony Grice著; 許明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57 政治的意識形態 海伍徳(Andrew Heywood)著; 陳思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157 政治的意識形態 海伍徳(Andrew Heywood)著; 陳思賢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164 民意調查研究 陳義彥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8164 民意調查研究 陳義彥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8171 唐代民間歌謠 邱燮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71 唐代民間歌謠 邱燮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88 環遊世界200國: 一本帶你走遍世界的旅遊書 Malcolm Croft著; 李雅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195 服務品質與顧客關係管理: 理論與實務 郭德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195 服務品質與顧客關係管理: 理論與實務 郭德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201 中餐創意料理: 食材與料理的創意激盪 廖昱翔, 曹舜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201 中餐創意料理: 食材與料理的創意激盪 廖昱翔, 曹舜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218 刑法總則 林書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8218 刑法總則 林書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8225 白領犯罪 孟維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225 白領犯罪 孟維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256 國語文教科書設計理論與實務 許育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256 國語文教科書設計理論與實務 許育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263 詩經全注 黃忠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8263 詩經全注 黃忠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8294 公共政策入門 Kevin B. Smith, Christopher W. Larimer著; 蘇偉業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294 公共政策入門 Kevin B. Smith, Christopher W. Larimer著; 蘇偉業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300 創新思考與企劃撰寫 莊銘國, 卓素絹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00 創新思考與企劃撰寫 莊銘國, 卓素絹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24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8324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 陳銘福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8331 詩經概說 林祥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6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兼論其社工實務 林勝義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836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兼論其社工實務 林勝義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8393 西點蛋糕製作 葉連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393 西點蛋糕製作 葉連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47 圖解植生工程 林信輝, 張集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61 教育哲學 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61 教育哲學 于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78 工程業的宏觀與微觀 胡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85 生理學 袁本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515 打臉爛邏輯!別再被這些話術唬弄過去 阿里.艾默沙維(Ali Almossawi)著; 龐元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522 我最愛的動物: 找找看彩色鸚鵡在哪裡? 卡雅(Caryad)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539 我最愛的農場: 找找看浣熊在哪裡? 卡雅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546 風險管理: 理論與實務 鄭燦堂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88546 風險管理: 理論與實務 鄭燦堂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88553 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 20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陳惠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8553 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 20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陳惠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8584 醫療與長照整合: 打造全人照顧體系 邱文達, 王懿範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591 醫護統計與SPSS: 分析方法與應用 楊秋月, 陳耀茂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88645 愛的萬物論: 史蒂芬.霍金與潔恩的真實故事 潔恩.霍金(Jane Hawking)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669 實用企業併購法: 理論與實務 賴源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713 文言文練功坊 施教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8720 我最愛的聖誕節 卡雅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737 您看罷!教育部臺灣閩南語漢字 陳金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744 愛情作為激情: 論親密性的符碼化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張錦惠, 王柏偉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744 愛情作為激情: 論親密性的符碼化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張錦惠, 王柏偉譯二版 平裝 2

9789571188751 聽酒說故事 蕭曦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768 海域管理與執法 林欽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829 Christian Dior告訴妳什麼是時尚 Christian Dior著; 陳蒼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836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 　 楊琇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843 鬼盜船: 鎖魂之鑰 強尼.達德爾(Jonny Duddle)作;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898 老臺灣新人類 王派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904 天天為自己加油 拉納.迪奧瑞歐(Rana Diorio)文; 伊莉莎.惠勒(Eliza Wheeler)圖; 呂行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8966 足球: 邁向卓越 Joseph A. Luxbacher著; 許明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973 當代整合分析理論與實務 李茂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8980 射箭: 邁向卓越 Kathleen Haywood, Catherine Lewis著; 李佳倫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997 壘球: 邁向卓越 Diane L. Potter, Lynn V. Johnson著; 范姜昕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024 鈔票的藝術 莊銘國, 呂松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079 課程實驗: 課綱爭議的出路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093 詞學通論 吳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123 曲學通論 吳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130 創意中式點心: 酥糕、米食篇 陳春容, 鄭嘉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147 技術高級中學: 電子學實習. II 陳興財, 王敏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161 傳媒與現代性 陳建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08 電子商務法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輯 2版 平裝 1

9789571189215 綠建築認證 江軍, 林巧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77 餐飲創業成本與管理 鄭凱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84 樂高EV3機器人手機控制實戰(使用App Inventor 2)李春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9505 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的理論與實踐 趙文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9666 織物設計與分析 曾雯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18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十五屆: 傳承與創新-文化混血的設計創意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495 社會設計與品牌包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6

送存冊數共計：220

中原大學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商設系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2167 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 Foster)著; 張思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716 銀河便車指南. 6, 啊,還有一件事…… 歐恩.科弗(Eoin Colfer)著; 丁世佳, 王寶翔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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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2983 螺旋之謎 山迪亞哥.帕哈雷斯(Santiago Pajares)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58 陪孩子走成長的路 陳品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102 上一堂有趣的中國性愛課：從兩宋到明清 王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133 白鳥之歌: 以音符追求政治自由的20世紀偉大大提琴家卡薩爾斯卡恩(Albert E. Kahn)著; 姬健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140 面對人生,我們都是毫無準備的大人: 命運很賤,但我不想忘記疼痛諾拉.麥肯納利.普莫(Nora McInerny Purmort)著; 馬新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164 有趣的大自然歷史 海瑟.亞莉珊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171 生之靜物 王聰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188 千羽鶴: 川端康成諾貝爾獎作品集. 2 川端康成作; 林永福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593195 大人的書寫: 安靜寫詩,楷書、硬筆,唐宋詩詞50首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201 心靈時鐘: 電影《心靈時鐘》改編小說 蔡銀娟劇本; 梅洛琳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218 奇幻大師教你寫小說: 勒瑰恩談小說寫作的十件事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著; 齊若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225 登山前一定要知道的事: 讓你安全、 健康、不疲勞的53個好方法山本正嘉著; 許懷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232 渡過: 憂鬱症治癒筆記 張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249 希臘神話 阿波羅多洛斯著; 林孟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256 悲慘世界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著; 張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263 今天也要羊毛氈 林小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270 偵探福爾摩斯 柯南.道爾作; 劉格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287 唐吉軻德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作; 黃育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294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29551 用世界史看懂4大國際議題: 南海主權x中東戰亂x人權意識x全球暖化背後的故事池上彰, 增田由利亞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00 易鄉人 林蔚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17 RUN一直跑下去: 世界超馬王者的跑步之道 井上真悟著; 柯閔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24 發明學,改變世界: 人類如何阿明出手機、防感染管道、電腦搜尋系統、3D列印...等事務,改變我們的生活姵根.甘妮蒂(Pagan Kennedy)著; 吳程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31 愛樂朗讀 黃瑞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55 季節の手作料理書: 重視季節感的81道保存食與生活方式中川摩著; 許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62 不再試著修補生命 傑夫.福斯特(Jeff Foster)著; 程敏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393 地海巫師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蔡美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09 地海古墓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蔡美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16 地海彼岸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蔡美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23 地海孤雛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段宗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30 地海故事集 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段宗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54 夕瀑雨 陳柏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61 莫泊桑戰爭短篇小說傑作選 莫泊桑著; 嚴慧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478 無限的網: 草間彌生自傳 草間彌生著; 鄭衍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485 鑰匙 谷崎潤一郎作;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08 扯平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著; 李伯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15 無羽無毛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著; 李伯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22 副作用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著; 李伯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39 亂了套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著; 李伯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53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原著; 蔡幼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591 格列佛遊記 強納森.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著; 劉格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607 維多利亞的世界料理廚房: 理蔬蛋x海鮮x肉品x澱粉,為親愛的你,料理120道異國幸福美味維多利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614 移民官的情人: 外省腔三部曲. 三 藍曉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645 創業之國以色列: 教育思維X兵役制度X移民政策X創投計畫,打造建國七十年成長50倍的經濟奇蹟丹恩.席諾(Dan Senor), 掃羅.辛格(Saul Singer)著; 徐立妍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676 小婦人 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原著; 張婷婷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2188 彌賽亞的腳蹤 阿諾德.福藤葆(Arnold G. Fruchtenbaum)著; 張師舜譯 精裝 上冊 1

9789862772201 哈巴谷書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3821 太極.拳無止境 洪允和, 允軒陳氏太極拳研究會學員合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314 隨機占卜祕術: 現代版梅花易數之ㄧ 南山指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321 隨機占卜祕術. 2: 梅花易數快速入門 謝超, 石筠, 張偉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338 八卦風水神針: 隨機占卜祕術. 3 張偉傑, 謝超, 石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允軒陳氏太極拳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天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409 美肌護眼蝦紅素: 超級抗氧化劑蝦紅素驚奇再起喬長誠編著 平裝 1

9789869351416 保健新寵: 氫水與氫氣 呂鋒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288 走出魘夢 曲潤蕃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24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geotechnical design codes and case studies王華弘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6824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geotechnical design codes and case studies王華弘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295 旅墨閒筆.祕魯見聞 金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257 全球環境與資源安全 楊之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288 CCU國際學術研討會「舞蹈藝術的傳統、重建與新象」論文彙集伍曼麗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20501 韓國學研究論文集. 五 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暨韓國學研究中心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518 紀錄片敘事與歷史記憶建構的探觸: 井迎兆創作報告書井迎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889 圖靈的毒蘋果 大衛.拉格朗茲(David Lagercrantz)著; 江淑琳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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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冊數共計：3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訊雜誌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313 Growing up. 1, greetings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320 Growing up. 2, animals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344 Growing up. 4, snack time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368 Growing up. 6, rooms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375 Growing up. 7, playground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382 Growing up. 8, danny is sick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399 Growing up. 9, set the table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05 Growing up. 10, soft and hard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12 Growing up. 11, by myself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29 Growing up. 12, places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36 Growing up. 13, painting a picture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43 Growing up. 14, my first diary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50 Growing up. 15, elementary school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67 Growing up. 16, new year's party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74 Growing up. 17, favorite subject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81 Growing up. 18, ocean world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498 Growing up. 19, four seasons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1504 Growing up. 20, where have you been? Li-ping Teng總編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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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4712 不知如何凋謝的花 印萬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29 臺灣人在眷村: 我的爸爸是老竿仔 曾明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36 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 劉進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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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允晨文化



9789573014881 中餐烹調之實踐科學 謝旭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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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17368 融合之愛: 十三個有愛無礙寓言故事 孟瑛如, 鄭森元著; 林慧婷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598 顧客3.0: 人+服務流程+科技應用的綜合 約翰.古德曼(John A. Goodman)作; 池熙璿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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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9742 中有成就秘笈: 行法念誦文 元音老人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71352 中華易經學院研究所院士論文集: 易經智慧寶典. 第七期許永昌編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558 中國郵票研究會年刊. 2016 黃文明, 孫國光, 楊國龍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423 可傳遞信息. 2, 經驗神的慈愛和赦免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21430 可傳遞信息. 5, 有果效的作見證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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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密弟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理



9789866521447 建立配偶的自信 丹尼斯, 芭芭拉.雷尼著; 姚彥懿, 桂鳳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521461 可傳遞信息. 9, 信心的禱告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21546 女人,別聽信謊言 狄楠熙(Nancy Leigh DeMoss)著; 羅育齡, 葉嬋芬譯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544 秦漢時期五行時空觀與早期中醫理論的建構 蔡忠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8551 向世界出發: 大師就在你身邊 吳嵩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328 犀鳥卷宗: 砂拉越華文文學研究論集 鍾怡雯, 陳大為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4039 薛清茂作品集. 四 薛清茂, 黃昭貴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3620 敬!世界和平: 非行少年的劇場飛行 差事劇團誠正中學工作坊暨演出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3637 漢字相聲: 馮翊綱咬文嚼字 蕭仁豪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573644 漢字相聲: 馮翊綱咬文嚼字 蕭仁豪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573651 漢字相聲: 馮翊綱咬文嚼字 蕭仁豪主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915 鋼鐵少女: 嵐Battleship Girl Tempest 皇宇作; 周俊鴻, 溫士豪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卷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友善之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智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仁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國醫藥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772 實踐社會服務 蓮懺禪師著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8965 華嚴世界的修行 胡順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8972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023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服務新建構 簡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047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的心靈教學洪燕梅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1305 開始在土耳其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67 開始在關西自助旅行 King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67 開始在關西自助旅行 King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74 一個人,不老的生活方式 吉澤久子作;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374 一個人,不老的生活方式 吉澤久子作;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381 以愛之名說再見: 失去丈夫後重啟人生的方法 主婦之友社作; 李毓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81 以愛之名說再見: 失去丈夫後重啟人生的方法 主婦之友社作; 李毓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398 搭地鐵玩遍釜山 Helena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398 搭地鐵玩遍釜山 Helena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404 澳門食尚旅行地圖 梁詠怡文字; 梁匡民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404 澳門食尚旅行地圖 梁詠怡文字; 梁匡民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411 舊金山 陳婉娜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428 開始在義大利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1435 中年斷捨離: 找回做自己的力量 山下英子作;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435 中年斷捨離: 找回做自己的力量 山下英子作;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442 搭地鐵玩遍紐約 孫偉家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459 小家的美味料理: 輕鬆做出123道清爽涼拌菜x健康蛋.豆腐x家常麵料理田次枝文字; 黃時毓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459 小家的美味料理: 輕鬆做出123道清爽涼拌菜x健康蛋.豆腐x家常麵料理田次枝文字; 黃時毓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473 躺著就能做的肩閘骨放鬆操 反田敦子作;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太雅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9789863361480 是什麼讓我們看起來登對? 主婦生活社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503 香港自己的味道: 工廈黨x藝文青x舊情懷x自然系Esth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510 旅戀日本岡山附山陰地區: 悠遊桃太郎故鄉 李思嫺文字及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413 算病II：算體質,知病根,健康不求人 樓中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444 緣來,就是你 紫嚴導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44 緣來,就是你 紫嚴導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51 結果,立刻去做的人得到一切 藤由達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68 臣服實驗: 從隱居者到上市公司執行長,放手讓生命掌舵的旅程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著; 劉嘉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75 生氣時,還可以從容表達的人才厲害: 60個衝突情境的說話術戶田久實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82 收服七萬人心的銷售全技術 井上健哉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499 圖像思考訓練班: 工作、生活、人脈、夢想的全能整理術溫恩珠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0997 空姐"飛"常不簡單: 我的空服生涯全紀錄 王麗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8592 海峽兩岸高山旅遊休閒運動交流與論壇暨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七屆王俊杰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0229 臺灣繁養殖魚介貝類 于乃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產種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銷企業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5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專登山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2

方智



9789869139748 國際行銷暨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158 創業勝經. 2016 吳惠萍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363 臺灣地區建築物耐震強度及耐震能力研討 平裝 1

9789579226370 第十三屆臺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建築安全 安全建築: 2016第45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545 建築技術規則. 106年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6942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七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8866942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七屆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704 我國兒童健康福祉新願景及建言 呂鴻基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034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屆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健康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油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創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133 高級急救理論與技術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教育發展委員會編著 修訂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2110 Women's eyes 施令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79293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rocling XXVIII. 2016Chia-Hsien Wu等[編] 1st ed.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872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集摘要. 2016: 巨量資料時代品質管理的新展望劉黎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89776 戀戀陶華: 陶藝特展專輯 謝志銘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579789776 戀戀陶華: 陶藝特展專輯 謝志銘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644 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ICOM-ICR conference. 2014Lai Wei-Chun主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9150644 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ICOM-ICR conference. 2014Lai Wei-Chun主編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童軍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陶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計算語言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品質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紅十字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術設計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667 中華民國童軍參加第23次世界童軍大露營實錄 林錦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3493 景觀. 2016-II 曾筱茹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604 臺灣電力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十四屆 陳良瑞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646 解讀中國大陸節能環保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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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53677 巴爾幹經濟圈商機揭密: 塞爾維亞、亞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徐裕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84 解讀中國大陸智慧醫療健康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84 解讀中國大陸智慧醫療健康商機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691 德國「工業4.0」產業趨勢及衍生商機大揭密 林瑋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07 歐盟跨境電商趨勢及商機: 聚集英德龍頭市場 陳禹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14 解讀中國大陸ICT產業供應鏈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38 解讀「中國製造2025」政策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45 解讀中國大陸汽車零配件供應鏈市場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45 解讀中國大陸汽車零配件供應鏈市場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52 南亞孟加拉灣三國利基產業商機揭密: 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沈瑞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52 南亞孟加拉灣三國利基產業商機揭密: 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沈瑞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69 解讀中國大陸邊境貿易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69 解讀中國大陸邊境貿易商機 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5

中華卡通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力電子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309 動漫江湖情深: 鄧有立與108位前輩好友的真情互動故事薛少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7309 動漫江湖情深: 鄧有立與108位前輩好友的真情互動故事薛少奇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8559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文集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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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77311 天際線上的廣播: 風起雲湧: 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創立62週年紀實吳芳如主編 其他 1

9789868277311 天際線上的廣播: 風起雲湧: 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創立62週年紀實吳芳如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929 學校建築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廖文靜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4477 鋼結構銲接之符號及常用詞彙手冊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臺灣銲接協會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694477 鋼結構銲接之符號及常用詞彙手冊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臺灣銲接協會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118 牙科診所的發展與其心、技、體: 我的失敗與成功經驗法則下川公一作; 李明科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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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鋼結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顎咬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播事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校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篆刻學會



9789868460287 霧峰履歷. 11, 企業家精神 李淑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103 蔡玉葉創作專輯 蔡玉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1504 旺財九式 林金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016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 2017 饒忻, 李亭林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584 毓老師講易經. 卷一, 乾坤繫說序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林世奇筆錄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8936591 毓老師講孟子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 許晉溢, 蔡宏恩筆記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016 新北市國際武術高峰論壇. 2016: 換個角度,再看武術山崎寬等編著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221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106年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空間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武術研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印刷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揚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059 早期路德: 信心的突破 伯恩特.漢姆(Berndt Hamm)著; 李淑靜, 林秀娟譯 平裝 1

9789869099059 早期路德: 信心的突破 伯恩特.漢姆(Berndt Hamm)著; 李淑靜, 林秀娟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681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131698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397407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397414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9397421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6040 兩岸書法教育學術研討會. 2016 楊旭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3597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第十一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4992 中部地區重要作物之病蟲害防治核准用藥手冊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共同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6747 青梅本事(精簡簡體本) 巫勝榮作 四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農桑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植物保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財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書道學會

信義神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019 楊家老架太亟拳 徐運金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245 解析臺灣觀光旅遊供應鏈一條龍服務模式: 因應開放陸客來臺商機之策略變革彭素玲, 林嘉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252 中國大陸「十三五」期間兩岸經貿合作的機遇與挑戰劉孟俊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5269 全球經濟展望. 2017 彭素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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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11059 「東」、「西」呈現: 書法的傳統與創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817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6年版, 資訊科技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824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6年版, 服務集團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831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6年版, 傳產集團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848 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6年版, 金融證券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105 寶石學應用學誌 吳榮一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藝術金玉珠寶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漢光書道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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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精工光電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262 痕跡X書寫: 臺北國際攝影節. 2016 康台生等作; 鄧博仁主編 平裝 1

9789868582262 痕跡X書寫: 臺北國際攝影節. 2016 康台生等作; 鄧博仁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8584 論國家之基本權保護義務: 以德國憲法法學之發展為中心楊承燁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8591 行政爭訟與國家賠償之交錯: 以第一次權利救濟優先原則為中心陳彥霖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8607 侵害「不法行為人」之侵權責任 張文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8614 臺灣公司治理之實際成效: 以家族企業、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為軸趙悅伶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8621 論妨害公務罪: 以法治國家中的公務概念為核心林倍伸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8638 公司負責人風險行為之背信評價 黃種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558874 司改講堂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451 我的角色扮演遊戲書 傑琪.巴布文; 工藤桃子圖; 艾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468 手指腳丫丫創意塗鴉書 傑琪.巴布文; 工藤桃子圖; 艾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0475 我的藝術啟蒙大發現 蘿絲.迪根斯(Rosie Dickins)作; 王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12 點亮奇妙大自然 瑞秋.威廉斯文; 卡諾夫斯基圖; 林大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29 魔術塗鴉: 怪獸酷樂園 蘇赫爾.阿罕默德(Suhel Ahmed)文; 史瑞莫莉.阿薩尼(Srimalie Bassani)圖; 邱喜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36 魔術塗鴉: 公主夢幻派對 蘇赫爾.阿罕默德(Suhel Ahmed)文; 史瑞莫莉.阿薩尼(Srimalie Bassani)圖; 邱喜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66 手工披薩,熱烤出爐 金一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070 發現大坑: 地方學融入通識教育的嘗試 張桓忠等作 平裝 1

9789869227087 臺灣百年醫療人物與歷史 任育才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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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903993 問更好的問題 陳欣希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3993 問更好的問題 陳欣希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006 臺灣地理 天衛文化編輯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020 繪本的手作遊戲: 步驟圖照教學,立即上手絶不失敗林美琴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016 前齒審美區域補綴實務 森本達也著; 鈴木尚監修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402 太上黃華十師度人妙懺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4419 老子道德經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875 薛府王爺之薛仁貴 馬水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18094 鏈結: 技術報導專輯. 六 黃延真, 洪敬傑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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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臨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鋼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蓮秀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衛文化



9789869327725 盆樹,盆花 戴海鷹作 平裝 1

9789869327725 盆樹,盆花 戴海鷹作 平裝 1

9789869327732 双 王萬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80186 組合盆栽療癒百分百 沈宜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56 Understanding English in use i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studieschief editors Maria Luz C. VILCHES, Ken LA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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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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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77602 應用外語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6景文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749 白晝鬼語: 谷崎潤一郎犯罪小說集 谷崎潤一郎著;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756 哭喊神話: 羅洛.梅經典 羅洛.梅(Rollo May)作; 朱侃如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39490 學生必備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八版 精裝 1

9789864292165 百科翻翻書. 1, 外太空 Ruth Martin文; Allan Sanders圖; 蕭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172 百科翻翻書. 2, 奇妙的身體 Ruth Martin文; Allan Sanders圖; 蕭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189 百科翻翻書. 3, 動物世界 Ruth Martin文; Allan Sanders圖; 蕭珮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大學英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手藝家



9789864292196 百科翻翻書. 4, 交通工具 Ruth Martin文; Allan Sanders圖; 王晶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264 好兒童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八版 精裝 1

9789864292301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草本植物篇 唐育仁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318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木本植物篇 洪名慶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325 學生必備造詞造句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2387 科學革命先驅伽利略(全彩注音版) 王金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394 飛機發明者萊特兄弟(全彩注音版) 史瓊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424 彩色實用英漢字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2431 小小孩最愛問百科書: 為什麼呢? 安.羅耶(Anne Royer)文; 查理.波普(Charlie Pop)等圖; 王晶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448 小小孩最愛看百科全書: 原來如此! 蘇菲.德穆連漢(Sophie de Mullenheim)文; 卡蜜兒.堤歇哈(Camille Tisserand)等圖; 王晶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462 媽媽的五顆星料理 許麗萍文; 陳愛斯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691 練習寫好字.三字經. II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707 練習寫好字: 弟子規. II 世一編企部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738 練習寫好字: 成語選. II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745 練習寫好字: 佳句選.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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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7232 Revelation 20 Years of oppression and injustice: a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strugglesMin-Yuan Tan, Ping-Fan Ding, Ching-Bai Huang[作]1st ed. 平裝 1

9789869137270 The truth: the truth about the Tai Ji Men unjust tax caseChing-Bai Huang, Ping-Fan Di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137287 Injustice: fabricated and unjust criminal and Tax Tai Ji men casesMin-Yuan Tan, Ching-Bai Hua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1585 簡盦集漢簡千字文 陳建貢編撰 平裝 1

9789868351592 侯幾勃發 尤振宇等著 平裝 1

9789868351592 侯幾勃發 尤振宇等著 平裝 1

9789869376105 簡盦集漢簡宋詞 陳建貢編撰 平裝 1

9789869376112 簡盦集漢簡唐詩 陳建貢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正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正大光明毛筆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362 天堂小孩 幸佳慧作; 林家棟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41386 我的寶貝我的愛 雅絲翠.戴柏德(Astrid Desbordes)文; 寶琳.馬汀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393 在時間隙縫裡的親子旅行 蕭裕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409 我想你爸爸 周淑琴文; 王麗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416 跟小鳥道別 瑪格麗特.懷茲.布朗(Margaret Wise Brown)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賴嘉綾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423 湯德章 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 門田隆將作; 林琪禎, 張弈伶, 李雨青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430 童書遊歷: 跨越國境與時間的繪本行旅 賴嘉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447 期待你未來的美好模樣 艾蜜莉.馬汀(Emily Winfield Martin)著; 郭恩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454 在臺灣尋找Y字路 栖來光著; 邱函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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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10705 SCI謎案集. I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712 SCI謎案集. I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743 小羚羊與夜太狼. 外傳, 逝汶湖畔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0750 365行短篇集之親戚別計較 亞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0767 魔道祖師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774 魔道祖師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781 魔道祖師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798 魔道祖師 墨香銅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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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8137 幽靈船 湯順利(Sunlie Thomas Alexander)作; 林凡儿, 邱偉淳, 丁庭羽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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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11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今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平心工作室



9789869276726 春泥.雪影 施美雪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6733 月是故鄉明 瞿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074 耳鳴,是救命的警鈴: 耳科權威教你不吃藥破解耳鳴的迷思!賴仁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28 我們最偉大: 一個德國喜劇作家的北韓奇遇記 克利斯提昂.艾瑟特(Christian Eisert)著; 管中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35 失控的食慾 朴用雨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42 龐克教母: 薇薇安.魏斯伍德 薇薇安.魏斯伍德(Vivienne Westwood), 伊恩.凱利(Ian Kelly)作; 林靜華, 廖綉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359 寬恕,原諒你自己: 高山上的16堂人生智慧課 哈維.伊里翁多(Javier Iriond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66 為什麼100減1等於0?: 計程車司機教我的人生經營之道小宮一慶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73 感恩日記 珍妮絲.卡普蘭(Janice Kaplan)著;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80 被拒絕的勇氣 蔣甲作;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397 打動人心的7個神奇關鍵字 提姆.大衛(Tim David)作; 鍾莉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02 做討厭的事,永遠不可能成功: 世界2000名大富豪偷偷教我的3週改變人生的方法東尼.野中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19 不疲累的工作術: IBM、P&G、高盛等一流企業精英都在做的「恢復力」訓練!久世浩司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26 你的身體,正在洩漏你的秘密: 3個步驟,解開肢體語言的密碼托爾斯登.哈芬納(Thorsten Havener);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33 失去雙腳,我用生命奔跑 艾美.帕迪(Amy Purdy), 蜜雪兒.巴芙(Michelle Burford)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40 醫生,我到底生了什麼病? 丹尼斯.巴維瑟(Dennis Ballwieser), 海可.勒克(Heike Le Ker)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57 阿丹老師的幸福說話課 劉秀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64 野心家們: 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2 金哲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71 反叛,改變世界的力量: 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2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71 反叛,改變世界的力量: 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2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88 跟著楊晨醫師這樣做,養出長得高、不過敏的孩子楊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395 你的心,是最強大的魔法 詹姆斯.多堤(James R. Dot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07 大地療癒力 瑪雅.施翠特-克萊恩(Maya Shetreat-Kl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21 贏在下班後: 休假日做什麼,決定你的收入高低! 池本克之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38 繼承者們: 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3 金哲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45 這樣做人太累了!: 阿德勒教你面對不完美的人際關係小倉廣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52 從玩紙飛機到上太空夢想教室 植松努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69 艾莉絲x梨梨醬的法國教養日記 艾莉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76 什麼都不買的一年 努努.卡勒(Nunu Kall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883 解憂診療室 吳佳儀, 李明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文化



9789869360890 世界上最棒的地方就在這裡 法蘭西斯科.米拉雷斯(Francesc Miralles), 凱莉.桑多絲(Care Santos)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04 不用記憶的記憶術 樺澤紫苑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785 日本京都短期海外研修手札. 2016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792 澳洲墨爾本海外專業實習手札. 2016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1806 馬來西亞柔佛海外專業實習手札. 2016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1813 中國北京海外專業實習手札. 2016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1820 中國上海海外專業實習手札. 2016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1837 日本東京海外專業實習手札. 2016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701 永恆的禮物: 如何面對動物離世的悲傷 蘿倫.麥柯(Lauren McCall)著; 陳瀅如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305 我們都是氣候世代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8748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後宮交換日記 志銘, 狸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878 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 Peter S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8991 角落小夥伴的生活之角落小夥伴名言 橫溝由里圖.文;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212 一鍋抵多鍋,每家必備的70道: 萬用鍋,零失敗美味提案JJ5色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236 四格漫畫 水豚君. 3 Tryworks圖.文;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79243 放閃這條路,不能沒有你: 螺絲一隻筆的戀愛日常ROSEx螺絲一隻筆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267 幸福競爭力: 21世紀不可或缺的能力 黃佳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274 100%幸福無添加手作餅乾: 呂老師的80道五星級餅乾與點心呂昇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正向思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石在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弘光科大文創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253 發明與發現的瞬間: 尤里卡 鄭暎勳作; 金銑瑛繪; 彭尊聖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383 科學革命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作; 林巧玲, 許宏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51 精神病大流行: 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 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著; 王湘暐, 廖偉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68 老科技新震撼: 二十世紀科技的全球史 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著; 李尚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75 當亞里斯多德遇上佛洛伊德: 哲學家與心理師的人生小客廰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 安東尼雅.麥卡洛(Antonia Macaro)著; 劉宗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99 垃圾天使: 清潔隊裡的人類學家 羅蘋.奈格爾(Robin Nagle)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374 不安的絲路,原來的絲路: 跟著玄奘向西行 陳政如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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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4398 必咖fika: 享受瑞典式慢時光 安娜.布隆納斯(Anna Brones)著; 尤翰娜.肯因特瓦爾(Johanna Kindvall)繪; 郭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00 金牌教練告訴你負面思考的正向力量: 做好最壞打算,你就可以樂觀鮑伯.奈特(Bob Knight)著; 倪志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48 吵架吧!我倆明天會更好: 深入內心,挖出渴望,讓親密關係再進化茱蒂.萊特(Judith Wright), 鮑伯.萊特(Bob Wright)著; 蔡宜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55 必咖fika: 享受瑞典式慢時光 安娜.布隆納斯(Anna Brones)著; 尤翰娜.肯因特瓦爾(Johanna Kindvall)繪; 郭麗娟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962 金牌教練告訴你負面思考的正向力量 鮑伯.奈特(Bob Knight)著; 倪志昇譯 1版 其他 1

9789869359993 吵架吧!我倆明天會更好: 深入人心,挖出渴望,讓親密關係更進化茱蒂絲.萊特, 鮑伯.萊特著; 蔡宜容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674 誰是阻礙者: 張家的故事2016 張玉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玉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季美語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巨河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2649 Four seasons American English: will+be going to Cathy Huang[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364 厚黑學新智慧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71 秦朝到底怎麼回事? 慕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388 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 唐雙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495 簡單!美味!最實用的鑄鐵鍋日常料理 藤井惠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501 三星主廚們愛用的人氣Staub: 鑄鐵鍋必學經典料理重信初江作; 許孟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518 平底鍋蛋糕 史蒂芬妮.德.涂爾凱姆作; Ming-Sze Tong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966 平凡,是最難的相愛 鄭梓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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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2603 商業簡報Using Microsoft®PowerPoint® 2013: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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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50562 升科大四技數學B模擬試題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巫曉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740 PCB先進電路板設計應用認證工程師級(Essentials Level)學科研讀攻略臺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757 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必勝寶典 陳晋榮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立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周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出版菊文化



9789864552771 乙級女子美髮術科必勝秘笈 駪栗工作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801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智創工作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825 mBot創意機器人: 使用Scratch(mBlock)與App Inventor程式設計李春雄, 李碩安, 林暐詒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832 創意樂高機器人含手機控制 李春雄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849 升科大四技數學C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巫曉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856 食品加工. II 陳坤地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863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術科實作秘笈 TERA工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2887 App Inventor 2程式設計: 使用mBot金屬積木機器人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900 Makeblock創客空間套件使用指南(啟蒙版、啟蒙進階版、標準版)黃重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2948 全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高效率解題技巧 李權祐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2962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2979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Dreamweaver+PhotoImpact)含Photoshop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2986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044 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學科參考資料勞動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3082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蕭柱惠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105 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捷達工作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143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劉生武, 葉佳興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372 乙級工業配線PLC可程式設計FX2N術科實務 郭英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389 乙級室內配線術科實作秘笈 林朝金, 蕭盈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501 丙級室內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鄧登木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3587 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 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4553648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3655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3662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909 小木偶: 皮諾丘 Tiago Americo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9916 小紅帽與大野狼 Amy Blay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民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禾流文創



9789868190948 美國奇蹟: 臺灣留學生陳文雄搭上空軍一號的故事陳永晴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901 客家八音嗩吶曲集. 系列1 田文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111 新利班藝術亮點 當代新表現主義: 廖繼英油畫創作集林季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043 皇母訓子十誡釋譯(簡體字版) 鄭鐵城述解 一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488 聖學根之根. 第一: 小兒語 續小兒語 弟子規 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國語注音版)(明)呂近溪等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495 聖學根之根. 第二: 四字鑑略 龍文鞭影(國語注音版)(清)王仕雲, (明)蕭良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01 聖學根之根. 第三: 增廣賢文 笠翁對韻(國語注音版)(明)無名氏, (清)李笠翁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18 聖學根之根. 第四冊: 幼學瓊林(國語注音版) (明)程允升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25 聖學根之根. 第五冊: 孝經 百孝詩(國語注音版) (清)俞葆真撰著; 因緣生校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32 聖學根之根. 第六冊: 太上感應篇...中藥十九畏歌訣(國語注音版)因緣生校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549 聖學根之根. 第七冊: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省庵大師四念處頌(國語注音版)(後漢)安世高等撰著; 因緣生校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3106 新世紀、新媒體與新新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鄭宇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玄奘大學傳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多元文化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屋北管八音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4789 皇后無用 貞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796 大媽嫩模我都愛 喬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02 不嫁姊夫 樂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19 放肆大野狼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26 求永遠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33 妖后鬥淫皇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40 狂野小野狼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57 凡夫無敵 貞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64 求分手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71 豔福擒飛白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88 熱情總在下班後 糖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895 盜王劫心 阿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744 虛空無極大道真佛心經寶典 精裝 1

9789865924751 解冤經懺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4768 玄天上帝金科玉律真經;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玄天上帝真武靈應消愆寶懺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4775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白話解釋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 平裝 1

9789865924782 千手千眼大悲懺法 平裝 1

9789865924799 占察善惡業報經 (隋)天竺三藏菩提燈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5924812 佛說無常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407 大手手變小了: 柬埔寨象臂女孩妮妮的故事 辛宜津文字; 陳玫妦繪圖 平裝 1

9789865689407 大手手變小了: 柬埔寨象臂女孩妮妮的故事 辛宜津文字; 陳玫妦繪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玄奘印刷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356 法窗視野風情多: 許文彬律師的生涯回顧 許文彬口述; 陳民峰採訪撰述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363 契約書之擬定與範例 李永然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370 民事上訴第三審撰狀實務 李永然, 陳銘壎合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854387 工程承攬契約.政府採購與仲裁實務 李永然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394 國際私法、法律哲學與法學教育: 馬漢寶大法官九秩祝壽論文集馬漢寶大法官九秩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9789574854400 民事、家事官司與狀例 李永然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854417 勞動基準法解釋令.判決彙編 周昌湘主編 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124 走上學術這條不歸路 周慶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0827 廚娘素瓊 黃素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83912 我在榮民醫院的日子 吳明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62 炁道: 大宗師 黃思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55 炁道: 大宗師 黃思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4209 蔓草 朱瑩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278 取個有意思的英文名字: 中華文化名人英文名字三百六十家采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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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84292 半夏 徐詩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08 客家語詞釋義 張文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15 藍色大氣球 周朗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22 密室收藏家 大山誠一郎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39 鄧豐洲古典詩彙編 鄧豐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53 九旬憶往隨筆 張子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60 Divine adoption in the confessions of the reformation periodISOMI SAIT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77 勃根地葡萄酒 畢第歐(Sylvain Pitiot), 賽赫馮(Jean-Charles Servant)作; 陳千浩, 任汝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4384 玩偶奇幻歷險記 陳昱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4407 馨光: 點亮孩子的未來道路 慈馨兒少之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生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9789863582823 浮萍 曾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14 店長公神奇經營寶典: 原來做生意這樣簡單 徐靖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21 佛陀的呼吸法 楊平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52 落雁問天干 一頁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69 道貫十八般 一頁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76 專制的代價 柯明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83 漫畫臺語俗諺 羅仁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90 鄧善陽內丹學札記詩集 鄧豐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13 箭海無涯 蔡光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20 夢迴長白: 徜徉大東北 鄧予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4537 讓生命飛揚: 劉香美的抗癌之路 劉香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44 琉璃道香 李黎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186 初期全真道宗教醫療研究 劉韋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99 微際遇 曙光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12 國中數學講義. 第四冊 郭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29 命運的鎖鏈 陳永恩, 林慧中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36 修道真言. 一: 真金不怕火煉 真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43 修道真言. 二: 脫胎換骨去自我 真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50 修道真言. 三: 靈性的依歸 真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67 佛道修學釋疑一百零八問 真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092 福氣爚鶯歌: 鶯歌地區土地公廟訪查實錄 呂江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2534 法華經講義. 第九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541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541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一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558 法華經講義. 第十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565 法華經講義. 第十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7

石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016 部落書寫體: 針路 林佩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219 林布蘭特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547 新的時代.心的經營: 朝陽科技大學的辦學經驗 朝陽科技大學主編 精裝 1

9789864490585 臺灣山林野趣 劉伯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592 翻動書頁的聲音 韓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608 幸福小鋪 楠茂宣文; 松本春野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615 法比安派對 瑪莉特.同克維斯特(Marit Tornqvist)文.圖; 鄭榮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622 美魔女月子餐 黃于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639 我只想回到自己的家: 動物保護.生態關懷文選 陳幸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646 回憶契約 梁永佳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653 爺爺,記得我嗎? 黃麗珍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660 孔子家語啟示錄 孔慶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677 孔令晟與兩位蔣總統 孟興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684 猴子裁縫的絕活 管家琪文; 蔡嘉驊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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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61939 Sawasdee krab!就是愛泰: 6條超夯路線X60處特搜景點,跟著主播享受曼谷好時光郭人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53 一本書讀懂智能家居 海天電商金融研究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60 巴黎甜點師Ying的私房尋味: 甜點咖啡、潮流美食,推薦給巴黎的初心者的16條最佳散步路線Ying 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77 一點不平凡: 吳志揚遇見的41個美好故事 吳志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61984 苗栗美好小旅行: 在地美食X懷舊老街X私房景點江明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991 轉個念,心讓世界大不同! 曉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01 文青生活散策。享受單純美好的小日子: 創意品牌x生活雜貨x風格老屋x獨立書店77個不可錯過的文創意景點江明麗等文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卡塔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9789869421218 姐妹揪團瘋首爾: 美妝保養X時尚購物X浪漫追星X道地美食,一起去首爾當韓妞顏安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25 奔跑吧!浪浪: 從街頭到真正的家 大城莉莉, 楊懷民, Vincent Cha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32 別傻了!經濟學很重要!: 為了活下去必備的88個經濟學關鍵詞韓佳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49 你要跟眼科醫師這樣說: 0-100歲的眼睛自我檢查手冊蕭裕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149 社畜人 那智泉見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56 歐巴,我來了!: 韓國6大人氣男團99個首爾追星蹲點x撞星美食全攻略Fi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63 大人的英文書法教室: 7大基礎知識x5大重點示範x4大經典字體沈昶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63 大人的英文書法教室: 7大基礎知識x5大重點示範x4大經典字體沈昶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70 創意是發現,不是發明: 韓綜王牌製作人羅PD的創意成功學蘑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194 末等魂師. 3, 玖玖名花有主了?!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04 肚臍是隻貓 肚臍爸小冰, 肚臍媽喜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9311 國際廚娘的終極導師: 小S與芭娜娜的生活風格料理書小S, 芭娜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11 國際廚娘的終極導師: 小S與芭娜娜的生活風格料理書小S, 芭娜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28 心的自由就是海闊天空 Si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35 不只相愛,也要努力走到幸福 角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7916 運動教育學: 理論與實務 Kathleen Armour編著; 李亦芳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923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I, 評估理論與技巧 吳菁宜等作; 薛漪平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930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II, 介入理論與技巧 薛漪平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287947 週期化運動訓練 Tudor Bompa, Carlo Buzzichelli原著; 林貴福等譯 平裝 1

9789866287954 身體活動研究法 Jerry Thomas, Jack Nelseon, Stephen Silverman作; 洪聰敏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7961 運動生理學 W. Larry Kenney, Jack H. Wilmore, David L. Costill作; 張正琪等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6287978 提升運動訓練水準及競技運動表現: 速度、敏捷及反應的運動訓練法: 含260種專項運動訓練課程Lee E. Brown, Vance A. Ferrigno作; 吳柏翰等譯 平裝 1

9789869440202 運動與人生哲學 許立宏等作 平裝 1

9789869440219 動作學習與表現: 從原則到應用 Richard Schmidt作; 楊梓楣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平裝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6924 禪淨智慧 釋志定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5557 地球精靈到訪 鐵皮人美術編著; 陳熙, 呂勇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564 汽車向前衝 鐵皮人美術編著; 祝婷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571 馬桶的奧祕 鐵皮人美術編著; 楊帆, 馮威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588 營養家族 鐵皮人美術編著; 祝婷婷, 劉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595 我的第一本: 伊索寓言 <>編委會編; 積木童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01 我的第一本: 中國民間故事 彩書坊編委會編; 百年製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18 剪紙小百科 顧香雲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625 妖怪手錶: USA蹦大進擊!益智100問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32 我的第一本: 中國寓言故事 <>編委會編; 畫盟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49 妖怪手錶: 妖怪經典童話: 世界童話故事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56 我的第一本: 漢字故事 陳廣濤編; 水晶球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63 我的第一本: 格林童話 <>編委會編; 趙珍, 劉麗琴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670 世界錢幣小百科 梅洛琳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687 妖怪手錶: 動動腦玩遊戲: 迷宮&找一找 日本小學館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731 我的第一本: 中國神話故事 彩書坊編委會編; 穆菡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006 曼樺乙未羊年運程. 2015年 曼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7541 四大部經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彰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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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四熙策略公關顧問

打鼓巖元亨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104 那一年的秋天 徐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008 真愛的條件: 論長老教會發表關心同性婚姻牧函的神學爭議和影響張仁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8015 彩虹之約: 臺灣教會對同志議題之聖經詮釋探討艾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8022 走出暗櫃: 瑪拉同志的現身故事 陳樂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800 4G智慧城市: 臺灣車聯網創新加值服務系統手冊周宗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471 小魚的成長練習曲: 享受付出.找回快樂 林瑋著; 鍾燕貞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488 臨界點: 歷劫核冬的少年 克萊兒.佐恩(Claire Zorn)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389 冬天是什麼樣子? 工藤紀子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495 小紅帽與樓梯灰狼的冒險 松澤睦實作; 岡村好文繪; 邱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501 黑幫老大幫我洗襯衫 貞妮佛.邱丹柯(Gennifer Choldenko)著; 李畹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525 紅樓夢 卓心玉改寫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81549 紅樓夢 卓心玉改寫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81532 垃圾車,辛苦了! 竹下文子作; 鈴木守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556 這就是二十四節氣.秋 高春香, 邵敏文; 許明振, 李婧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563 這就是二十四節氣.春 高春香, 邵敏文; 許明振, 李婧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570 這就是二十四節氣.夏 高春香, 邵敏文; 許明振, 李婧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587 這就是二十四節氣.冬 高春香, 邵敏文; 許明振, 李婧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好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卡諾瓦國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903 Pacengo'en ko Rangtar讓族語重生 朱珍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17 宗教GPS: 深度旅遊導覽手冊 張家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7724 宗教學的省思: 澤井義次的觀點 澤井義次作; 高佳芳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731 誰在宗教中?: 宗教社會學的詮釋 張家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309 臺灣法學思潮與人文光影 施茂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305 臺灣的防災戰略 阮昭雄, 馬士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208 建築照明研究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一屆台灣建築照明學會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301 港灣設施維護管理計畫制定指南 邱永芳, 蔡瑤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1301 港灣設施維護管理計畫制定指南 邱永芳, 蔡瑤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海洋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首都圈議員防災問政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台灣法學研究交流協會



9789869363600 企業併購法 黃偉峯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204 泥構.釉跡: 臺灣陶瓷學會邀請展. 2016 王怡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509 唸歌達人: 王玉川的唸歌人生 葉文生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206 Proceedings of the XV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uminescence spectormetryauthor Jen-A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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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859 普羅旺斯1970: 一場飲食作家、明星主廚與老饕編輯的餐桌革命路克.巴爾(Luke Barr)作;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866 街頭生存指南: 城市狹縫求生兼作樂的第一堂課人生百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213 曾文溪流域綜論 林朝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220 性別與社會 王秀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237 月亮受傷了 張淑美, 陳重任圖文; 侯裕家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發光科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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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陶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唸歌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861 未寄出的信簡 睦月弘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544 情愛動力學: 張振宇 張振宇著 平裝 1

9789869201544 情愛動力學: 張振宇 張振宇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526 藝手好菜 憶種味道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0588 鉤外弦音: 臺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第三階段評審紀錄專冊. 第14屆臺灣推理作家協會評審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01 天蠍之鉤: 臺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合輯. 第14屆霞月等原作; 臺灣推理作家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18 素遊香港 曾秀微, 郭茵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25 團購先生的創業手記: 那些關於人生和夢想的經驗與教訓小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32 笨蛋!問題都出在醫美 劉乂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49 香氛媽咪快樂寶寶 李秀和, 藍伯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70 堅持的信念: 15位扶輪好講師的生命智言輯 吳佰鴻, 扶輪好講師群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687 玩賺金邊.史上第一本金邊玩樂MAX的投資指南葉斯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23661 中庸說義 高斌凱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9951 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 張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至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向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341 我是那: 一位悟道者生命及行事的獨特證言 室利.尼薩伽達塔.馬哈拉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陶張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7358 受苦的力量: 當你真正看見了痛苦,才有力量放下它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盂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77365 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元朝趣史 李飛躍等作 平裝 1

9789869277389 愛上日本香: 享受日式香氣生活的第一步 吉田揚子著;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9380 中級會計學搶分題庫 齊得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59724 一眼看穿!社會學考題核心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748 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高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9762 土地登記實務 王子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779 絕對制霸: 公文: 國考速成秘笈 高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9779 絕對制霸: 公文: 國考速成秘笈 高全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659786 內外科護理學筆記 李思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786 內外科護理學筆記 李思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793 國考狀元滿分作文 蘇廷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809 絕對制霸入出國及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809 絕對制霸入出國及移民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816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816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823 絕對制霸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830 速記漫話國文 陳宥岑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9830 速記漫話國文 陳宥岑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9847 社會工作管理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854 絕對制霸英文 洪菁珮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659861 高普特考英文搶分題庫 洪菁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878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885 圖解制霸法學知識. 一, 憲法 陳書丞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659892 圖解制霸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 陳書丞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9789862659908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915 法學知識. 一, 憲法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9939 全民英檢(GEPT)中級字彙大公開 夏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59946 新托福單字大公開 夏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659953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59960 社工師6合1題型解密專業加強版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59977 行政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59984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659991 圖解制霸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16306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16313 不動產估價概要 莊濰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1632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16337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16351 衛生法規與倫理(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16375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甄慧, 劉俊廷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9416382 社會工作(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75937 圖解梅花易數 邵康節原著; 湯行易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57 有效!眾神就要這樣拜圖解百科 林正義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64 居家智慧生活風水 黃一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71 作夢.解夢.探索夢: 看透潛意識的周公解夢大典 春之霖, 于小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307 禮樂戒善一曲琴 牟尼仲尼是知音: 余碧珠書法作品集余碧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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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百仕豪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8

西北國際文化



978986941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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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9415415 教孩子跟情緒做朋友: 不是孩子不乖,而是他的左右腦處於分裂狀態!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蒂娜.布萊森(Tina Payne Bryson)著; 周玥, 李碩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422 我在I AM: 最簡潔有效的開悟指引 室利.尼薩伽達塔.馬哈拉吉(Sri Nisargadatta Maharaj)作; 彭展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131 給囊中羞澀收藏家的購買指南: 教你如何買到好藝術俄林.卡其(Erling Kagge)作; 李欣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2148 尹朝陽: 江湖 尹朝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417 德國萊因養老運營管理講師教材 楊宇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5424 德國萊因養老運營管理師教材 楊宇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5431 德國萊因國際禮儀講師教材 楊宇聖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608 吳大仁春聯集 吳大仁書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008 盼: 廖素真水墨個展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597 鑑古知民法 李洙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70707 鑑古知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70714 試說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自在禪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伏耳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亦安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西伊歐技術諮詢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681 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 林奐均著; 許惠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59 40歲起,飲食一定要改變: 避免身體糖化的食物配對圖解濟陽高穗作;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66 中村祐介的14堂創意插畫講座 中村祐介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73 好想睡覺的小象 卡爾-約翰.厄林著; 辛妮.漢森繪; 崔宏立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64780 就算明天將告別人世,也要給今日的花澆水 樋野興夫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797 再怎麼身體僵硬的人都可以唰ㄚ-的劈腿享受身心柔軟的神奇伸展法Eiko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03 日語助詞王: 王可樂妙解20個關鍵,日檢不失分 王可樂, 原田千春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10 一流的教養: 這樣教孩子,將來他會感謝你 金武貴, 南瓜夫人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4631 勞動基準法輕鬆學: 法規 解釋令 實務案例彙編 周志盛, 周瑋軒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60097 了解西方文化逃不掉的100個典故 劉思湘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03 金陵憶往: 沈應懿凝話舊 沈應懿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103 金陵憶往: 沈應懿凝話舊 沈應懿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19 凝固時光的塵: 世界經典建築背後的故事 金憲宏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276 十年有河 隱匿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041 美麗寶島幸福家藝文徵件作品輯. 4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有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旭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汎亞人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河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如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272 你在忙什麼?: 與大師對話,藏傳佛法的12堂人生智慧課索達吉堪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89 血田: 宗教與暴力的歷史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作;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296 寫字: 書法的基本 崔樹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12 從古人生活學文化常識: 中國語言與文化中500個最有趣的為什麼謝寒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0595 我的媽媽是薛丁山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施暖暖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43 迴旋宇宙. 2上: 前世今生與志願者靈魂 朵洛莉絲.侃南(Dolores Cannon)作; 法藍西斯, 郭思琪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640 歡樂城堡: 我居住的城市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657 歡樂城堡: 美食家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664 歡樂城堡: 海洋世界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671 歡樂城堡: 我是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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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09902 強奪亞美尼亞: 歐蘿拉.馬蒂根妮恩: 一個基督徒女孩在大屠殺倖存的故事阿莎露伊絲(歐蘿拉).馬蒂根妮恩(Arshaluys (Aurora) Mardiganian)作; 王大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成美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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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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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如果兒童劇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488 醫療大數據 謝邦昌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705 PCB Layout印刷電路板設計(基礎篇) 張志良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612 21世紀新材料: 神奇的石墨烯 安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9383 國際茶碗展. 2016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003 奇觀城市物語: 影像拼貼繪畫研究展 津夫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546 廚娘素瓊 Su-Chiung Huang, Anne Morv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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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9305 徐薇FUN英文: 開心學、輕鬆記、不會忘記的英文學習法徐薇著; SANA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329 什麼都有,什麼都沒有 朱利安.畢洛多(Julien Billaudeau)作;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9336 有誰聽到座頭鯨在唱歌 張文亮著; 蔡兆倫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好思當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冠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安炬科技



9789869369343 她最近不在家喔! Anini的寄宿之旅 周瑞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350 挫折,是祝福的開始: 由吳興街出發的16個逆轉人生楊惠君, 王紀葳, 黃筱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367 我盼望...... 艾美.克羅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作; 湯姆.利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繪; 陳信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9374 誰都不准通過! 伊莎貝爾.米荷絲.馬汀斯(Isabel Minhos Martins); 柏南多.P.卡瓦洛(Bernardo P. Carvalho)圖; 黃鴻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9381 親愛的夏綠蒂 丁雯靜著; 夏綠蒂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204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阿朗.賽赫(Alain Serres)作; 奧黑莉婭.馮媞(Aurelia Fronty)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211 透明的小孩: 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 幸佳彗作; 陳昱伶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300 有願就有力: 從平凡工程師到臺灣PMP傳教士 周龍鴻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4917 紅樓詩夢: 鄭百真作品集. II 初版 精裝 2

9789868314917 紅樓詩夢: 鄭百真作品集. II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606 崩落天朝的天國子民: 義和團時期的直隸天主教會陳方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930 在威尼斯遇見伯爵: 李昂的極致美食之旅 李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7954 同名同姓的人 李焯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913 大不列顛小旅行: 韓良露的英倫漫遊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920 恆河邊: <>裡尋找大雄 陳念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937 院囍 阮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944 旅食小鎮: 帶雙筷子,在臺灣漫行慢食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28951 旅食小鎮: 帶雙筷子,在臺灣漫行慢食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全能專案管理學習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真藝術工作室



9789869328975 易經101: 文化八卦的當代解碼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982 文字的魅力: 從六朝開始散步 林文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999 你的痛,我來疼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037 般若心經的生活觀 星雲大師主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81099 成就的祕訣: 金剛經 星雲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249 激安王唐吉軻德: 18坪垃圾山小店,躍身為7000億上市企業的魔幻「驚」商法安田隆夫著; 林潔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56 後悔當媽媽 奧爾娜.多娜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63 自我介紹的技術: 讓內向、害羞、沒自信都變成優點!?18秒,3句話,輕鬆打造自己的「賣點」,讓每個人都喜歡我橫川裕之作;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70 最貧困女子: 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 鈴木大介著; 陳令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87 B級時代 李亨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294 90%的快樂都是有代價的: 照顧好自己,你可以這樣遠離被情緒綁架的人生愛蓮.貝黛兒(Helene Bedel)著; 有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05 自戀病: 從奧客、隨機殺人犯、怪獸病人到暴走老人片田珠美作;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12 好想殺死父母...... 石藏文信著; Miyako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267 正念與超越之道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9267 正念與超越之道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722 天下太平. 2013 張惠賢作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58739 天下太平. 2013 張惠賢作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58746 有驚無險. 2012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753 華彩照人. 2014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58760 華彩照人. 2014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58777 哪咤鬧海. 2015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58784 哪咤鬧海. 2015 張惠賢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老乾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光現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809 是與非的模樣: 陳松志個展 陳松志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31 凝視愛 天真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0962 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常識問答 朱昕怡, 徐衛紅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979 中國文房四寶文化常識問答 舟中人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986 中國園林文化常識問答 吳子矜, 汪靜茹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993 中國古代雕塑文化常識問答 丁琪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37 挫折大學: 獲得完美人格必修的一所大學 拉爾夫.艾爾柏特.佩里特著; 郭麗莉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68 你被面子綁架了嗎: 人際關係的完全制勝學 張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75 跟大師一起修行 于海英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3920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AII2016)暨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FUZZY2016)論文集. 2016第二十四屆2016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暨第二十四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委員會編輯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194 空界: 數位藝術創作研究 賴惠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545 當代藝術的社會實踐: 迎向真實與改變的力量 董維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774 通用藥袋的設計與運用 羅逸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798 技藝中的生活練習: 一個木工學徒的修業之旅 妮娜.麥可拉弗林(Nina Maclaughlin)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伊通國際



9789869406918 自閉群像: 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走到接納多元 史提夫.希伯曼(Steve Silberman)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06925 自閉群像: 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走到接納多元 史提夫.希伯曼(Steve Silberman)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3909 <>妙訓註釋 光慧文化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386 光明的智慧. 8, 仙佛慈語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15 光明的智慧. 9, 仙佛慈語 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22 躬行君子: 白水聖帝慈悲囑語簡註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39 活化E世代: 道場教育快樂學 孫寶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530 水噹噹美人餐 葉佩瑩, 黃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61 說客遊戲原是夢 陳朝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78 畢媽媽的私房菜 畢雲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85 家常美食蒸輕鬆 許志滄, 溫國智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592 我把雙癌KO了 王淨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217 穩賺不賠零風險!基金操盤人帶你投資古典樂 胡耿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813 余金龍著作集. IV, 三島由紀夫論. IV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9820 余金龍著作集. II, 三島由紀夫論. II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9837 余金龍著作集. III, 三島由紀夫論. III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9844 余金龍著作集. V, 三島由紀夫論. V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9851 余金龍著作集. VI, 李商隱論. I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合慶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米樂文化國際



9789869309868 余金龍著作集. VI, 李商隱論. II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6388 名龍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17年 郭燿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603 博伽梵歌 沙吉難陀作; 陳景圓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574610 經典選錄 邱華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627 聖典參悟集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634 禮節與禮儀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641 道德經探秘: 道經 癡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658 道德經探秘: 德經 癡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909 春風三月暖 MEGUMI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894 10小時速成!東大教授教你用得到的經濟學 井堀利宏著; 陳昭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00 有問題,才有創新: 12種解決難題的商業思考法 伊恩.亞特金森(Ian Atkinson)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17 古希臘名嘴亞里斯多德的最強說話術: 協商、提親、開會都好用高橋健太郎著; 高元君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24 終結平庸: 不被平均值綁架,哈佛最具衝擊性的潛能開發課陶德.羅斯(Todd Ros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31 杜拉克過時了,然後呢? 貼近時代脈動的管理學 入山章榮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48 我決定認真地瞧不起人生 長倉顯太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里仁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字繪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名龍育樂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識界圖書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214 海上真真: 紅樓夢暨明清文學文化論文集 康來新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4252 府城四大月老與月老信仰研究 陳益源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532 在他的生命中遲到: 寫給尋找真愛的夥伴 宋天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2441 光華: 劉安民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2851 金昌烈: 水珠的痕跡 郭仁峯, 楊爾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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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77265 畫說水陸法會 釋如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117 華嚴之心: 寂靜,閱讀人間事 釋滿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124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0一五. 輯三, 人間佛教體認慈惠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162 星雲教育論壇: 愛與榜樣 楊朝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162 星雲教育論壇: 愛與榜樣 楊朝祥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4574179 在犙弘贊的末法思想與觀音信仰 徐一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186 流動的女神: 觀音與媽祖 侯坤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谷公館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形而上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宋氏照遠



9789574574193 觀音與海洋: 明代東南沿海的觀音信仰 陳玉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0989 經濟學混合式題庫Q&A 許偉, 許碩傑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2334 稅務法規申論題庫Q&A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2396 高普公共政策: 策論、實學. 106版 宋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471 國文秒速解題. 106版 田單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617 行政學秒速解題 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2907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2952 行政法主題式申論&選擇混合題庫Q&A. 106版 顏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969 公共政策經典深論題庫: 「解題定位錨」教您如何審題、解題、甚至鋪陳論述架構!宋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2983 迴歸分析 王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003 拆解政政治學歷史年表 韋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010 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試題解析 黃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027 比較教育 羅正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034 土地利用3Point 林育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041 一般行政警察考前速成 朱武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089 國文: 作文(鐵路特考專用)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126 財政學測驗題庫Q&A 鄭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157 國語文歷屆試題彙編 羅林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3164 土地利用3Point(不動產估價師) 林育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171 監獄行刑法表解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3188 民法物權編概要 顏台大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3195 英文測驗題庫Q&A(高普考) 顏弘, 顏國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201 北捷綜合題庫: 電子維修 金庸, 顏台大, 鄭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218 北捷綜合題庫. 電機維修 金庸, 顏台大, 鄭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232 英文測驗題庫Q&A(司法特考) 顏弘, 顏國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256 票據法概要 孟成, 高捷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287 經典公共管理題庫: 雙效題庫解析 宋文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3294 刑事訴訟法 周昉編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3300 社會學最強破題書 韋樂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317 交通安全常識 林敏玄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4723331 公共政策精論: 個案分析與應用 陳真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348 國小數學歷屆試題 呂興等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3355 郵政三法(大意): 內、外勤適用 林敏玄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3362 郵政三法(大意)題庫Q&A 林敏玄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23379 財政學測驗題庫Q&A(初等考)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393 運輸學歷屆分章題庫解題本 劉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3423 文明行政學-測驗題型精解 宋文, 程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430 比較教育 歐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492 初等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508 銀行法(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陳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522 互動式.行政法(中) 呂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539 教育甄選5000題庫 高明編著 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306 初等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完全攻略. 107版 林嵩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13 初等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歷屆測驗試題全解. 107版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68 公民速解. 107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7424 會計學試題集錦. 107版 郝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700 雲鋒集: 自然生態之美 彭雲鋒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848 礦山上的童年 石川惠理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855 小小的大冒險 周見信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862 燈塔的一天 林傳宗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879 妮妮不見了 安妮塔.羅北兒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886 城市裡的鳥巢 芭芭拉.貝許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良好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志光數位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470 日本煎茶道 林瑞萱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0392 日本老公臺灣太太 佐藤生作;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408 My phonics. 1,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from Aa to Mm Activity BookJerry Cheng等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0415 格林、安徒生童話集 盧亦珮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422 我的第一本玩具書 Jo Hsiao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439 雅思考試官方指南 英國文化協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446 臨時一定要會的日語4000句(口袋書) 錢玲欣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453 TAKING OFF Book. 5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4410460 CNN主播教你用英語看懂世界趨勢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477 看MLB學英語(口袋書) 王啟恩等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484 基督徒一定要上的12堂基要真理 陳尚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491 英語聽力決勝秘笈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507 互動日本語練習本. 初級2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514 互動日本語. 初級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0521 My first action words我的第一本動作書 Jo Hsiao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538 迪薩大師的異想世界 張榮傑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10545 My phonics. 2,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Jerry Cheng等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552 My phonics. 2,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from Nn to Zz Activity BookJerry Cheng等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0569 CSEPT測驗高分攻略 I-Ju Chen, Wei-Huan Chang, Hui-Jing Hsiao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576 BIZ E-mail+電話英語 Timothy Daniel Ostrander, Ted Pigott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583 英語進階字彙完全攻略 Matt Werth, Jay sailors作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590 Sound it out: lite book Thomas Rook等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606 原來老外這樣說英語單字秒懂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613 美國街頭巷尾最常用的英語會話 王琳詔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864410620 原來老外這樣說英語句型秒懂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637 ドコデモ日本語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材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9789864410651 5分鐘聽懂CNN新聞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668 Step by Step英文寫作特訓班 王琳詔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767 Empowering your english student's book Chin-Min Lin等作 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410774 Empowering your english student's book Chin-Min Lin等作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0781 Empowering your english student's book Chin-Min Lin等作 1st ed.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6730 細說國民營事業招考系列. 英文: 2012最新版 拿芬, 簡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390 職業安全管理. 甲級: 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06 職業衛生管理. 甲級: 題庫解密 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13 臺灣金融業實務 林宜學著 平裝 1

9789865644437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 黃賢齊, 郭南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44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品保概論 黃賢齊, 郭南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51 郵政招考.郵政內勤郵政三法大意 邵之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68 烘焙食品 西點蛋糕(07705)麵包(07721)丙級 贏家攻略王林, 黃雅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75 郵政招考題庫.專業職(二)內勤人員 邵之驊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82 信託業業務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6年劉憶娥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499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6年 林崇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505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6年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512 初階外匯人員 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2016年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529 理財規劃人員 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2016年湘翎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536 銀行內控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2016年林崇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581 郵政外勤.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含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四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邵之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598 郵政招考題庫.專業職(二)外勤人員 邵之驊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04 郵政國文考猜500經典題 得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11 郵政英文考猜500經典題 羅然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533 文王掛新闡 吳德權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0

宏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育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963 三十七菩提分法要綜論[佛陀聖傳經-雜阿含經綜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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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2066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二). 105年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303 解行準提: 佛法簡易準則提要 任小子作 修訂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499 打開家用哲學醫藥箱 艾柳薩.史瓦茲(Aljoseha A. Schwarz), 隆納德.史威普(Ronald P. Schweppe); 洪清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908 不怕從零開始: 朱嘉偉與他的GO車誌 朱嘉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4849 老件翻新.木工手作.仿舊雜貨: 手作人のCafe風空間設計主婦の友社授權; 楊淑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4870 德國食尚甜點聖經: 14堂必學麵團基本功×82款德國傳統甜點安藤明著; 丁廣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4887 123,喝了變漂亮!美人專用.原汁原味蔬果昔: 日日可飲.簡單上手.美容養生.自然好喝.營養師特調鈴木あすな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894 手作人最愛の自創生活雜貨筆記書(完全保存版)みのむし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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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1472 看懂孩子在想什麼!: 100幅兒童繪畫的心理秘密 黃俊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95 微笑天使: 兩位小男孩的生命火花 廖文毅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法實修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沐風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907 信仰的基石: 如何抵擋欺騙者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杜昀睿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6687914 救恩計畫 華腓德(Benjamin B. Warfield)作; 郭熙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921 禱告次序: 從「奉耶穌的名」開始,禱告將不再一樣柴培爾(Bryan Chapell)著; 郭熙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956 新詩新探索 渡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9805 詩心與詩史 李瑞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5382 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與臺灣 工藤貴正著; 範紫江, 張靜, 吉田陽子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5399 英語辭彙不NG: StringNet教你使用英文同義字. II李路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06 俄語能力檢定: 模擬試題+攻略.初級A1 張慶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20 異語: 現代詩與文學史論 楊宗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37 社區長期照顧 葉至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44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 第三輯 李怡, 張堂錡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51 李憲鳴(雲子)用玄學談智慧的啟發 李憲鳴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3838 寫給邊境的情書 曾元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06 你永遠都在: 耕莘50紀念文集 李儀婷, 陳雪鳳, 凌明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68 故事薪傳: 賴王色的民間文學傳講 賴奇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63975 航空氣象學試題與解析 蒲金標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263982 英美分析美學史論 劉悅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3999 聖女貞德譯注 蕭伯訥原作; 連若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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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吳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秀威經典



9789868302112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金雕細琢.吳卿雕刻展 吳卿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07 大人的讀書全技術: 學會一分鐘抓住人心的關鍵字!齊藤孝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244 加護重症醫學 Paul L. Marino作; 袁國慶等譯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300 2017 Wonder foto day: new generation photographer yearbookFang Yen-Wen 精裝 1

9789869447317 Floating Blue Sakuma Naohito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129 冬日之夢與聖誕奇想 arsEdition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80 不存在的人: 從自閉、幼肢到出體經驗,一場「自我」的科學壯遊阿尼爾.阿拿瑟斯旺米(Anil Ananthaswamy)著; 柯明憲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297 佛陀究竟想教我們什麼?: 暢銷30年,為德國人帶來心靈慰藉的智慧經典弗爾克.佐慈著; 劉于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303 神祕庭園裡的繁花與野莓 artEdition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310 無盡的圓,寧靜的點與線: 日耳曼哲思曼陀羅 artEdition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327 煩躁時就去感覺腳掌心!: 讓日子煥然一新的50個微修行草薙龍瞬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69 仨人展 陳慧君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4976 秒忘的錘心之痛: 顏妤庭個展 陳慧君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伽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特庫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9228 杉隆三十年: 陳隆昇三兄弟的創業故事 精裝 1

9789868399228 杉隆三十年: 陳隆昇三兄弟的創業故事 精裝 1

9789868399228 杉隆三十年: 陳隆昇三兄弟的創業故事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8963 論淡瑩的詩歌創作(簡體字版) 王愛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409 筆墨緣起: 宋耀偉書法藝術 宋耀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202 六傻轉山: 只為歡喜與你相見 范姜朝昌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515 物流成本管理 徐健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1361 香港玩全指南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2

9789863491392 瑞士玩全指南 李碧華, 李筱筠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廷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貝殼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愛中華筆莊出版部

送存冊數共計：2

杉隆工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308 青龍幫幫忙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230 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 2016年周靈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193 臺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6楊青隆等編輯 初版 其他 2

9789865931193 臺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6楊青隆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31209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6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1216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31223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209 王沂東畫集 林茂榮攝影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551 上帝的故鄉: 司馬庫斯部落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68 中部最美的楓葉櫻花民宿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75 陽明山的祕密花園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82 北部海岸線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599 墾丁新鮮點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56605 墾丁新鮮點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56612 阿里山的私房景點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29 北部橫貫公路新玩法 林拓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沁德居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

妙蒜



9789866356636 大臺北的山城小鎮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43 中臺灣的三個浪漫莊園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50 獨一無二的高雄美麗風光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67 南投好山好水另類玩法 林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107 恆常與流變: 廖素真 廖素真[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4121 關島就要這樣玩 林思吾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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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016 論情緒指標於臺指期貨市場之運用: 以賣買權比、VIX與融券融資比為例金鐵英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023 搭積木式的英文學習: 其實是一種好玩的遊戲 王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030 論我國實施兩稅合一稅制對股東權益的影響 柯俊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591 Happy to English book Bill Kuo作; Jenny Chiu繪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3401 Happy to English book Bill Kuo作; Jenny Chiu繪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阜士特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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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秀墨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318 細說昆蟲與其他節肢動物 Caroline Bingham, DK出版社作; 陳名助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180 禽畜保健衛生. 一 謝快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296 民族與文化 錢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364 高職英文(B版)自學手冊(八課版). VI 張清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371 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 成中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388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六課版). II曾麗玲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931395 老子的哲學 王邦雄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702 初心印會會員作品集. 第一輯 初心印會全體會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433 都市傳說. 12(第一部), 如月車站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464 刀光錢影. 5, 蜘蛛戰爭 丹尼爾.艾伯罕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471 聖血福音書 詹姆士.羅林斯(James Rollins), 蕾貝卡.坎翠爾(Rebecca Cantrell)著;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488 戰龍旅: 暗影奇襲 瑪格麗特.魏絲, 勞勃.奎姆斯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632 都市傳說. 第二部. 1, 廁所裡的花子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663 軍團: 布蘭登.山德森精選集. II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李玉蘭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51466 小花仙: 血型魔法書 明天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1534 摩爾小學堂趣味超常識 余雅惠等作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明天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初心印會

明山



9789862751541 摩爾小學堂趣味超常識 余雅惠等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752005 賽爾號大迷宮: 卡蘭星系的秘密 明天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012 賽爾號大迷宮: 雲霄星的異變 明天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029 賽爾號大迷宮: 雙子貝塔星戰役 明天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036 賽爾號大迷宮: 美麗的斯諾星 明天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449 塞爾號精靈集合大圖鑑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謝沛豈翻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2752456 塞爾號精靈集合大圖鑑 江蘇美術出版社原著; 謝沛豈翻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752463 少年偵探隊: 校園綁架案 瑞妮.郝勒(Renee Holler)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487 少年偵探隊: 午夜偷竊案 瑞妮.郝勒著(Renee Holler); 明天編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494 少年偵探隊: 詭祕的閣樓 瑞妮.郝勒(Renee Holler)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838 少年偵探隊: 消失的水晶 尤莉亞.伯梅(Julia Boehme)著; 明天編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75 腦力轉轉轉系列. 5, 推理益智50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982 驚奇立體酷百科: 透視小小昆蟲世界 Francoise de Guibert作; Alain Boyer繪圖; 閣林翻譯中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52999 驚奇立體酷百科: 發現奇妙動物星球 Lydwine et Stephanie Morvan作; Benoit Charles繪圖; 閣林翻譯中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53088 驚奇立體酷百科: 揭開人體的奧秘 Jack Guichard作; Laurent Blondel等繪圖; 閣林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53095 驚奇立體酷百科: 探索宇宙大冒險 Yves et Aude Morvan作; Alain Boyer繪圖; 閣林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53101 驚奇立體酷百科: 勇闖恐龍王國 Benoit Delalandre作; Andre Boos繪圖; 閣林編譯中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658709 牛津科學大百科 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史蒂芬.匹柏(Stephen Pople)編著; 明 天工作室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1696 動靜.時刻: 許坤成現代漆畫集 蕭俊富編輯 平裝 1

9789868301696 動靜.時刻: 許坤成現代漆畫集 蕭俊富編輯 平裝 1

9789869399005 在途 吳宇棠. 2016 蕭俊富編輯 平裝 1

9789869399005 在途 吳宇棠. 2016 蕭俊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7924 川語錄 張慧男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東之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金牛頓藝術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46249 流水一清 傅一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256 船山與船山學研究文集. 續篇 王興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46263 <>政治倫理思想研究 匡列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46270 安身立命與安命達德: 王船山道德文化鈎沈 陳力祥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46287 安身立命與安命達德: 王船山道德文化鈎沈 陳力祥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46294 中國服飾文化的倫理審視 蔣建輝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46300 中國服飾文化的倫理審視 蔣建輝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46317 周敦頤倫理思想研究 蔣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324 傳統義德研究: 以先秦儒家為中心 霍國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46331 現代旅遊倫理建構的傳統倫理資源研究 謝春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348 道德與養生: 道家養生倫理研究 周山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362 文學史二十講 程光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379 文學史二十講 程光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386 80年代「重寫文學史」思潮研究 楊慶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393 「詩人」與「現實主義」: 賈平凹小說論 黃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09 紅色的發酵: <>的生產、傳播與消費 錢振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16 「柳青的遺產」: 「交叉地帶」的文學實踐-路遙論楊曉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23 歌劇<>研究 孟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30 混血的生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1976-1985)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接受王德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47 先鋒文學的興起: 以1980年代的上海文學空間為考察對象李建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54 重建「當代文學」: 新時期初期的當代文學史實踐李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61 新時期初期文學中的歷史記憶: 以戴厚英和遇羅錦為研究中心(1978-1984)白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85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事: 海德堡講稿 張清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492 左顧右盼: 共和國文史論集 王彬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508 文化與文學研究的雙眸 楊劍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515 鄉土小說與鄉村中國 賀仲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522 鄉土小說與鄉村中國 賀仲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539 大陸當代先鋒詩歌論 羅振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546 當代新詩的精神脈絡 蔣登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553 中國新時期小說「人」的話語流變論(1976-2006)周新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560 1980年代以來中國女詩人寫作論綱 張立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46577 枯萎的語言之花: 1949至1965年中國大陸的文學張檸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584 枯萎的語言之花: 1949至1965年中國大陸的文學張檸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591 「文革」文學史料劄記 吳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07 文革文學史(1966-1976) 張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14 「紅色經典」的真實與傳奇 宋劍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21 中國當代尋根文學與文化 熊修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38 中國詩歌觀念的流變(1989年-2009年) 周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45 新世紀詩歌現場研究 孫曉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52 網絡穿越小說的審美特質 李玉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69 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姚新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76 喜智與悲智: 楊絳論 呂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690 從「新民」到「新青年」: 中國「人的現代化」的早期探索帥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06 建設新國家: 梁啟超現代國家建設思想論析(1911-1915)岳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13 成都銀行公會研究(1934-1949) 張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20 民國時期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與實踐研究 蘇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37 國立勞動大學研究(1927-1932) 蔡興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51 杜鵑花與弓弩手: 民國時期美國<>的中國西南 羅安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75 民國初年小說觀念研究(1912-1917) 陳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782 桌子的跳舞「清末民初赴日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日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岩佐昌暲, 李怡, 中里見敬主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799 桌子的跳舞「清末民初赴日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日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岩佐昌暲, 李怡, 中里見敬主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805 性別視閾中的現代文學 喬以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812 瞻前顧後: 民國文史論集 王彬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829 民國文學中的城市人物 張鴻聲, 范麗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836 現代新詩的域外因素檢視 蔣登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000 黑皮鞋: 抗戰爆發前的新市民電影: 1933-1937年現存中國電影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017 黑皮鞋: 抗戰爆發前的新市民電影: 1933-1937年現存中國電影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843 文藝熱點與經典作家論稿 田建民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850 文藝熱點與經典作家論稿 田建民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867 曾樸、曾虛白父子與「真美善作家群」研究 王西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874 被照亮的世界: <>詩學研究 鄭家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881 被照亮的世界: <>詩學研究 鄭家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898 「未完成的探索」: 魯迅<>的創作及其語言世界張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904 魯迅的「故事新編」: 「魯迅圈子」的歷史敘述與形象建構陳華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911 異文化夾縫中誕生的詩人: 郭沫若留日與<>研究武繼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928 異文化夾縫中誕生的詩人: 郭沫若留日與<>研究武繼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935 詩人革命家: 抗戰時期的郭沫若 劉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6942 詩人革命家: 抗戰時期的郭沫若 劉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6959 以文入史: 郭沫若的再選擇: 兼論1920、30年代文學青年的轉向周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966 陰鬱與躁動的靈魂: 靳以論 石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973 文學成都: 晚清民國時期成都文學與文化 袁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6980 論「輕型知識分子」: 以張愛玲為中心 王婉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024 教育研究影響政策制定的路徑和機制(簡體字版)劉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031 臺灣教育改革政策制定中的權力競逐: 網路結構的分析(簡體字版)王玉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048 學術生產數量繁榮的制度邏輯: 基於某省地方院校科研評價制度的分析(簡體字版)楊光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055 我國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簡體字版)張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062 教育政策議程設置過程研究(簡體字版) 濮嵐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130 <>「君子曰」中的君臣之道 鄭惠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147 先秦儒家仁政思想研究 張傳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154 荀子「化性起偽」思想之可能性: 從「意志」的面向來探討江宏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161 荀悅政治思想研究: 以天命論和君道思想為中心的考察林柏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185 戰國秦漢法家諸問題研究 區永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192 由歷史脈絡論西漢儒學之意義 張慧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15 理學宇宙本體論研究: 以朱熹為中心的考察 郭紅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22 陳確「心氣是一」的思想研究 王焜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39 中、晚明「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研究: 從「百姓日用」到「參之以情識」韓曉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46 誰的天?: 明清之際傳教士與士大夫對於「天學」的不同認識龔鈺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53 <>醫療觀之探析 林秀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84 <>研究 高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291 徐國青銅器群綜合研究 孔令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307 秦封泥文字研究 朱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314 <>編纂問題研究 董家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321 上古「飲食類」動詞詞義研究 陳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338 <>詞彙研究 戴軍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345 語言接觸與漢語詞匯、語法問題研究 張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352 漢越語和漢語的層次對應關係研究 阮青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369 漢越語和漢語的層次對應關係研究 阮青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376 <>與<>比較研究: 以同源詞語音關係為中心 倪源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383 <>與<>比較研究: 以同源詞語音關係為中心 倪源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390 <>語音研究 馬君花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7406 <>語音研究 馬君花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7413 <>語音研究. 資料篇 馬君花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7420 <>語音研究. 資料篇 馬君花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7437 <>研究 黃佩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444 工業化進程中的語言接觸: 江西上饒鐵路話調查研究楊文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451 中國曆算文明萌發暨<>教源自消息盈虛說: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一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468 中國曆算文明萌發暨<>教源自消息盈虛說: 狄宛聖賢功業祖述之一周興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475 東漢羌人暴動與涼州軍閥形成之研究 王俊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482 北朝社會文化史研究 宋燕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499 文學才辯,妙選聘使: 從外交論北朝漢文化發展 龔詩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505 文學才辯,妙選聘使: 從外交論北朝漢文化發展 龔詩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512 論南朝劉宋二凶巫蠱弒帝 李奕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29 中古禮制建設概論: 儀注學、故事學與禮官系統閻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36 唐代藩鎮研究論文集 林偉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43 宋日貿易研究: 以在日宋商為中心 趙瑩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50 宋例研究 李雲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67 宋代老年人法律保護研究 石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74 歐陽修的飲茶生活 蔡佩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581 從<>論陸游的飲食生活 汪育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04 氣與志: 明代「儒賈」意象的興起: 以徽商為中心的考察明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11 清代順康雍三朝文字獄個案研究 胡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28 清代武科舉制度之研究 王曉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635 清代武科舉制度之研究 王曉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642 姚文棟邊防思想研究 石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59 清代童試研究 王立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66 花樣百出: 花與清代飲食文化 許馨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73 從長城到長城學 黃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80 從沼澤到桑田: 唐代以來湖州平原環境變遷研究周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697 中國農業歷史研究 張履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703 中國農業歷史研究 張履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710 奚族史略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727 宋元明清粵西歷史文化研究 曾國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734 宋元明清粵西歷史文化研究 曾國富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741 桐城桂林方氏家族與明清政治及文化研究 金衛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758 桐城桂林方氏家族與明清政治及文化研究 金衛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765 <>亂臣篇章的詞彙風格 游釔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772 鄭樵史學及其他 林時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789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 喬治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802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 喬治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796 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 喬治忠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7819 臺灣左統運動的文化戰線: <>(1998-2008)研究 王奕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826 閩南婚俗研究: 以金門朱子<>體系為主 林麗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833 閩南婚俗研究: 以金門朱子<>體系為主 林麗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840 日治時期朴子地區初等教育研究: 以朴子公學校為例蔡牧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857 <>故事體作品研究 陳惠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864 臺中梧棲浩天宮文物調查與研究 林郁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871 淵源.傳承.發展:臺東「嘉義派」釋教壇喪葬儀式之文化研究吳信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895 日治時期臺灣勞工文學之研究: 以新文學小說為中心柯正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01 石壁部堂林千代生命史 彭盈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18 日治時期蘭陽詩社研究 龔必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25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2000-2013)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7932 臺灣新世紀文學史(2000-2013) 古遠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7949 客家文學在臺灣的出現與發展(1945-2010) 黃玉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56 戰後大陸來臺古典詩人張默君及其<> 陳盈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63 高樹客家話語言接觸研究 徐賢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70 屏東縣九如鄉玉泉村暨鹽埔鄉洛陽村之客家話研究李慧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87 臺灣客語的語言變體: 四海與小稱 賴文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7994 臺灣客閩方言二十四節氣諺語之比較研究 陳珮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014 魏晉南北朝對<>的接受與轉化 林雅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021 魏晉南北朝對<>的接受與轉化 林雅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038 才、癡、畫三絕: 顧愷之的才情與應世智慧 翁千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045 真德秀、魏了翁文學研究 馬建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052 蘇軾論畫研究 陳宜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069 李維楨研究 魯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076 李維楨研究 魯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083 古代長篇小說經典研究 王志武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090 古代長篇小說經典研究 王志武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106 <>中的山東鏡像研究 杜貴晨, 王守亮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113 <>中的山東鏡像研究 杜貴晨, 王守亮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120 <>的「風」敘事研究 蔡享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137 <>悲劇意識研究 汪品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144 王學奇論曲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168 王學奇論曲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151 王學奇論曲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8175 劉克莊散文研究 周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182 因果輪迴研究: 以<>為探討 薛宜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199 <>之閱「微」論 黃綏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05 晚明遺民擔當禪師詩畫研究 莊琇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05 晚明遺民擔當禪師詩畫研究 莊琇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05 晚明遺民擔當禪師詩畫研究 莊琇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12 清代傳教士漢文報刊文學研究(1815年-1838年) 李佩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29 「立象盡意」之構築原則: 中國「象」論詩學的美學闡釋高知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36 南唐詩研究 紀千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43 唐宋詞聲音意象研究 白帥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50 宋詞與蘇杭 馬俊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267 宋詞與蘇杭 馬俊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274 宋詞與宴飲 馬麗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281 概念譬喻理論在詞作上的運用: 以蘇軾和柳永詞為例林增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298 概念譬喻理論在詞作上的運用: 以蘇軾和柳永詞為例林增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304 馮晏歐詠秋詞研究 范詩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311 蘇軾黃州與嶺南時期詩歌審美意識研究 林素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328 蘇軾黃州與嶺南時期詩歌審美意識研究 林素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335 清真詞學研究 潘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342 明、清詩話對<>的接受研究 葉宛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359 明、清詩話對<>的接受研究 葉宛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366 <>研究 鄒孟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373 馮煦詞學及其詞研究 許仲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380 日本五山文學<>對中國詩文的接受 梁姿茵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397 日本五山文學<>對中國詩文的接受 梁姿茵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403 古今圖書集成館研究 項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410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434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427 <>校補 蕭旭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8441 梨雲樓目錄版本論集 王永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458 清代穀梁學 吳連堂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465 清代穀梁學 吳連堂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472 敘事、論說與徵引: 論<><>的典故運用 蔡瑩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489 <>史部研究: 從貞觀史學的致用精神談起 洪觀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496 <>研究 傅亞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502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8519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8526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8533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8540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048557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4048564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4048571 元曲釋詞 王學奇著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864048588 <>注釋研究 彭達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595 唐前語文教育文獻研究 韓建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601 劉三五集 (明)劉陽著; 彭樹欣整理編校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618 現代到古典 龔顯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6066 易經與論語. 第二卷 吳秋文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408 南十字星. 1 まろ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408 南十字星. 1 まろ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23174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呼卡文創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73

送存冊數共計：221

易立文化



9789863379621 烏龍麵之國的金色毛毬 篠丸のど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5315 看護工向前衝 草花里樹作; 鄭名珊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654995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6098 臉紅心跳都是因為你 紺野理沙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6241 Days 安田剛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57507 烏龍麵之國的金色毛球 篠丸のど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7798 孔雀王RISING 荻野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7811 陰陽師玉手匣 岡野玲子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3179 狼口 久慈光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3803 LAST NOTES~最後的香氣~ 桜小路鹿乃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4220 BABY STEPS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3828426 魅惑的氣息與甜蜜的吻 如月緋色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504 甜甜圈貓 コザキユ一スケ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5178 穴殺人 裸村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7011 小亂之魔法家族 入江亜季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7622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317974 魔少女們的伊甸園 新谷信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981 魔少女們的伊甸園 新谷信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124 吸血鬼同盟. II, SCARLET ORDER 環望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162 小偷與深夜的陷阱 ゆちゃ原作; 幸路漫畫;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438 砂漠裡的後宮 夢木みつ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452 神明一籮筐 殿ヶ谷美由記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121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138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145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152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9824 少女妄想Tablet ゆうきつむ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241 櫻花日常 吉富昭仁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620630 十~忍法魔界轉生~ 瀨川雅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1385 煉獄之業 廣瀨俊原作; 春場ねぎ漫畫;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419 BB.HELL罪人削減計畫 渡わ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501 當鋪千金的珠寶盒 二ノ宮知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877 遊戲王ZEXAL 高橋和希原案.監修; 三好直人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4249 我叫青山月子! 湯木乃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287 灼熱的桌球娘 朝野櫓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4300 臉紅心跳繪畫ing 火曜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727 腐蘭西日記 ヤス, 大清水さ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066 漫犬: 工口漫之星 金平守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7073 漫犬: 工口漫之星 金平守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721 等到冰雪融化的那天 上田にく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628544 聽我的電波吧 沙村廣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605 幽靈女友和能看見鬼的我 南国ばなな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629 2.5次元男友 葵蜜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636 2.5次元男友 葵蜜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466 獵犬小八 上田敦夫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848 愛哭寶貝 灼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629886 大使館淫蕩的麗人 くるわ亞希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0097 芙拉拉一個人什麼也做不了 渡邊ポ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110 不曬太陽的小出同學 石川ローズ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226 尋找屍體 村瀬克俊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462 嘉神的式神 岩代俊明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07 親吻真實的我 芥文絵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98012 PSYCHO-PASS心靈判官 執行官 狡噛慎也 斎夏生作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75551 大牌明星的過激懲罰 安南友香子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3375975 魔導少女們 真島浩原作; BOKU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7958 帆奈老師請工作! 林哲也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58092 藤原君是超S男公關? 高松翼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875 Spirit circle: 魂環 水上悟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905 骸盜愛麗絲 くらげ壱;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950 戰鬥兔 雨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278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01735 這樣也算戀愛嗎? 芒其之一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1780 只屬於我 加東セツコ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1902 無人知曉的有塔小鎮 あかほりさとる(赤堀悟)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1957 討厭的傢伙有一大堆 村上左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2251 召喚惡魔 久保保久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02800 交錯的想念 咲坂伊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862 賢者的贈禮 よしづきくみち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702961 村祀 山口讓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005 沈睡美眉向前衝。 namo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319 棋盤上的北極星 若松卓宏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784 想要你愛我 夏水りつ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3791 壞心眼的甜蜜陷阱 上田規代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3807 最後的星期五 絵津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3920 單身上班族淫亂的宿舍生活 斑まだ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703937 擅長被掠奪 西原ケイタ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703951 無法言喻 絵津鼓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975 愛,聽得見 鈴本ノンキ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3999 愛情副歌 中田アキ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4057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4613 那傢伙是王子, 我是公主!? くろやまてる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704644 當他摘下眼鏡的時候 麻生ミツ晃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704699 老師 PUNCH! 三島一彥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4712 囚禁我的娃娃屋 島みのリ作; かんべあきら作畫;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704736 深夜就是要相思相愛 村上左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4828 少年球拍 掛丸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941 4D: 四度空間 汐里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972 忘想少女 汐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705047 四季譚 服部充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864705061 警察大哥巡邏中 からけみ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139 Sto:Rage警視廳眼球分析班 安藤慈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238 忠犬的名字 菅辺吾郎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5566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5603 大斬 西尾維新等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4705610 飢渴難耐的身體 湯町深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5993 ROUGE 桂小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6013 我心愛的怪獸 上川きち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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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06396 青樓綺譚 楼小路 鹿乃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617 善良男子與壞脾氣狐狸的戀愛事情 夜月ジン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6754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07621 快樂生活開始囉 ふかされ映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4707751 蠟筆小新動畫版. 52, 重考三次的四郎篇 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7881 妳死亡的夏天 大柴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048 甜蜜的項圈 粉子すわ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8055 青春、紅線 キサユキ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8086 5點開始的一夜情 加藤スス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8130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1

9789864708291 爆氣漫畫教室 Coin[作] 平裝 1

9789864708314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708451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8512 漫畫教你如何受歡迎 ソウ作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611 進擊!巨人中學校 諫山創原作; 中川沙樹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08703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08727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9960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comic 伊童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016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20078 麻辣教師GTO: 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0122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20139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5冊 1

9789864820818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原作; 福田直叶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894 魔法研究社 楊寒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955 中了40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去住了 すずの木くろ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979 NARUTO火影忍者佐助真傳. 來光篇 岸本斉史, 十和田シ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0986 我在異世界裡面臨輔助魔法與召喚魔法的選擇 橫塚司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013 小不點公主!. 1, 變成巨人那一天 後藤りウ作; 楊詠婷譯 平裝 1

9789864821037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1044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068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075 神器繰刻制御時空 田尾典丈作; 何宜叡譯 平裝 1

9789864821907 四十四個夢 賴安[作]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1914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1921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XIl, 闇黑災禍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821952 魔王難為. lll 紅淵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1969 淨化戰爭 宴平樂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983 假想領域的極樂世界. 003, 蔚藍安魂曲 上智一麻作; 蕭嘉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2003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22010 東京闇鴉. 14, EMPEROR.ADVENT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822041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2065 蒼鋼的冒瀆者 榊一郎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096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22102 怪盜同盟!. 2, 偵探千金揭發我的心? 岬かつみ作; 張以潤譯 平裝 1

9789864822119 與我定下契約吧,魔王陛下。 あさのハジメ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126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鈴木大輔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3499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3505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23529 死神 久保帶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823864 外掛藥師的異世界之旅 赤雪卜ナ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871 七星的刻印使 涼暮皐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901 人生. 第10章 川岸殴魚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824144 動畫化企劃進行中(暫定)!? 我道力ケユ作; 童小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151 戰鬥麵包師與機械看板娘 SOW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175 七星降靈學園的惡魔. 4, 貪欲之翼 田口仙年堂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824182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4250 治療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 くろかた作; 黃健育譯 平裝 1

9789864824274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319 你絕不能帶大象上公車 派翠西亞 克里夫蘭-派克(Patricia Cleveland-Peck)文; 大衛.特茲曼(David Tazzyman)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326 真是令人討厭的傢伙 麥克.巴奈特(Mac Barnett)文; 派翠克.麥當諾(Patrick McDonnell)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333 大熊小椅子 莉茲.博伊德(Lizi boyd)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340 藍尼和露西 菲立普.史戴(Philip C. Stead)文; 艾琳.史戴(Erin E. Stead)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4347 創意之星設計獎. 第七屆: 華人新銳學生海報設計競賽成果作品集鄭中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4347 創意之星設計獎. 第七屆: 華人新銳學生海報設計競賽成果作品集鄭中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51

送存冊數共計：157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青本設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0424 真的很好捏!看完就會的輕黏土魔法書. 海洋世界篇7號人, 糖果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431 真的很好捏!看完就會的輕黏土魔法書. 動物星球篇7號人, 糖果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448 塗.疊.夾,3步驟百變三明治! Sangdad編輯部編著; 郭庭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462 時尚新娘髮型. 2 黃瑞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493 醫學博士的斷脂新觀念 藤山順豐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54 越南老師的道地越料理 陳瑩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592 手撕造型麵包 吳育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615 成功vs.失敗,甜點聖經製作書 黃東慶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622 跟著日本人學好日本語: 50音、句型、文法、會話能力大進級鳥山實希, 市井健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639 像美國人一樣說出好英文: 從KK音標、基礎文法到用英文聊天郭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653 全關節角度3D伸展 矢野啟介, 加藤賢二監修; 康若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191 我要活下去: 安地斯山空難如何啟發我拯救人命的天職羅貝托.卡尼薩(Roberto Canessa), 帕布羅.維爾奇(Pablo Vierci)著; 李建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27 我的天然甜點全書: 70道少糖更美味糕餅.塔派.點心.果醬,善用新鮮好食材,烘焙滿滿大自然風味李恩雅著; 林芳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34 京都大學不外傳!會讀書也會思考的學習法: 33個你一定要知道的學習關鍵Q&A,一舉提升IQ、讀書效率與工作表現SE編輯部編著; 胡毓華,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41 切.格瓦拉100則經典傳世語錄(逝世50周年紀念珍藏版)別冊寶島編集部編;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58 網紅自媒體時代,企畫力才是王道: 人氣鬼才編劇親授!22個超強提案+55招關鍵策略,從發想到執行,實戰技法完全公開,打造絕對會被採用的熱門企畫和未來人才必備的競爭力鈴木收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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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97060 法燈無盡: 拾得書畫俗諦. 2017 拾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松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如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奇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0453 對於「人、自我、知識和人生」的再認識 謝長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500 寶寶初登場365招. 上: 0-12個月互動式活動示範書鄭宜珉, 鄒桂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30517 寶寶初登場365招. 下: 12-36個月互動式活動示範書鄭宜珉, 鄒桂蘭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3524 讓未來的你 超越現在的自己. 二 曾國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10 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江潤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27 通識教育學報. 第四期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20 為了將來的好日月: 林孝信追思文集 王藝樺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金克拉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工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色鑰匙親子魔法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276 創造性舞蹈師資培育理論與實務 吳怡瑢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306 暴雪圈 佐佐木讓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313 掟上今日子的辭職信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521 中國近代國立大學學科建制與發展研究(1895-1937)斯日古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1538 中國近代國立大學學科建制與發展研究(1895-1937)斯日古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1545 他們在大清末年 顧孝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1552 他們在大清末年 顧孝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1569 雲南哈尼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 黃紹文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91576 雲南哈尼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 黃紹文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91583 醫源傳奇: 變動時代的海上名醫 閔建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009 德文新報研究(1886-1917) 牛海坤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7016 德文新報研究(1886-1917) 牛海坤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7023 中古政治制度 侯建新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7030 中古政治制度 侯建新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7047 章太炎大傳 華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7054 章太炎大傳 華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7061 中國近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7061 中國近代文學故事 范中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7085 中華五千年文學家評傳 江春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092 中華五千年思想家評傳 曲相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08 中華五千年軍事家評傳 崔振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15 中華五千年政治家評傳 曲相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22 中華五千年科學家評傳 崔振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39 細說三國風雲人物 宋璐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46 細說春秋戰國風雲人物 宋璐璐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9789869356053 細說唐朝風雲人物 曹金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60 細說明朝風雲人物 曹金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77 細說清朝風雲人物 宋璐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084 細說漢朝風雲人物 曹金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453 顛覆童話. 5, 長髮姑娘的頭髮被剪短!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460 露露菈菈的牛奶布丁 安晝安子作;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2477 魔法氣泡. 1, 亞美迪與神祕的蛋 芳野詩子作; こめ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235 找出不一樣,認知遊戲書 Noko Otsu等作; 張華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242 看圖找找看,迷宮遊戲書 Noko Otsu等作; 張華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106 約會大作戰 成田覺子著; 千野枝長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113 尾木媽媽,請教教我!. 1, 我想知道!網路的世界 尾木直樹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9120 10個聖誕節繪本故事 盧多維克.弗拉蒙等作; 蘿拉.杜菲等繪; 徐也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144 一起向校園霸凌說「不」! 鄭又珍作; 鄭惠原繪;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151 冰雪女王不冰了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612 CEFRに基づいた日本語教育実践と学習者のCan-do自己評価溫雅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2189 我喜歡這個功利的世界: 這個世上,只要你敢,再大的不可能,都會變成可能咪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8164 Working holiday,go! 大仁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64 Working holiday,go! 大仁科技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定易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果体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6

東雨文化



9789869108171 活用職場英文 郭如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71 活用職場英文 郭如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88 遊學觀光英語樂 楊中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8195 留學外語通 胡佑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101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蘇莉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118 Smart traveller 譚惠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125 英文文法簡單學 吳秀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132 Multiculture and travelling 賀豫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206 Blessing 楊育芬作; 劉婷儀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13 祈福 楊育芬文; 劉婷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37 勿忘我 楊育芬作; 簡子蓉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51 FORGET ME NOT 楊育芬作; 簡子蓉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2760 公私合作模式相關法律問題研究(簡體字版) 徐偉, 陳銘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35 絹墨流淌. I: 二0一六陳明德行草創作集 陳明德作 平裝 2

9789869261142 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十七屆陳信捷, 廖穆信主編 平裝 2

9789869261159 牽繫臺海 陳明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65827 商業概論考衝懶人包 葉仲修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7065827 商業概論考衝懶人包 葉仲修編著 第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東岱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法治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芬妮英語教室



9789867065834 經濟學考衝懶人包 蔡孟儒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7065834 經濟學考衝懶人包 蔡孟儒編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957 墨若是: 許雨仁當代書畫觀 鄭佩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4988 空境: 走進李光裕的雕塑世界 楊心一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2433 樹懶的森林 蘇菲.史崔蒂文字; 王青譯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84 我什麼都知道: 宇宙的祕密立體遊戲書 愛蜜莉.史黛文; 法蘭斯.凱瑟圖; 王日青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891 我什麼都知道: 世界地圖立體遊戲書 愛蜜莉.史黛文; 法蘭斯.凱瑟圖; 王日青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07 逃獄大作戰 穗高順也文; 西村敏雄圖;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83 我想要2個生日 湯尼.羅斯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2990 和小貓咪一起學數數 薇薇安.施瓦茨作; 王日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03 晚安!彩虹魚 馬克斯.菲斯特文.圖; 鄭明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10 小蠶豆的新床 中屋美和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27 我一點都不怕黑! 海倫娜.赫拉絲多娃(Helena Harastova)文; 雅庫布.先科(Jakub Cenkl)圖; 王日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34 貓魚走丟了 渡邊有一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41 刷牙號小火車,出發!嘟嘟-汽鏘汽鏘 久保真知子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65 蔬菜寶寶躲貓貓 松田奈那子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72 山林的夜晚 米田一彥文; 田中豐美圖; 黃郁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89 胡斯的修車廠 雷歐.提姆(Leo Timmers)文圖;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096 穿長靴的小貓 碧雅翠絲.波特文; 昆丁.布雷克圖; 賴嘉綾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19 歡迎光臨吃飽飽餐廳 長谷川義史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33 伊布奶奶的神奇豆子 乜寇.索克魯曼文; 依法兒.瑪琳奇那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64 我的星星在哪裡? 刀根里衣文圖; 王卉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71 風的電話 井本蓉子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知性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采泥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934 港區危險貨品安全運輸及相關活動修訂建議書 施智璋譯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132 寒山寄旅: 鏗鏘 王伯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808 銀髮族養生氣功 徐華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5839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環保新勢力: 快樂學習與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5846 我國中小學教師解聘制度之研究 張政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5853 創意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以社會學習領域為例 張政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05860 婦幼犯罪偵查與刑案被害人保護 陳昭佑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708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 浩瀚宇宙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7715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 萬國建築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7722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3, 環境能源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7739 我可以成為攝影師 美泰兒公司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7746 我可以成為消防員 美泰兒公司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7753 我可以成為畫家 美泰兒公司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7777 我可以成為救生員 蘇珊.瑪蓮蔻(Susan Marenco)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7784 我可以成為保育員 蘇珊.瑪蓮蔻(Susan Marenco)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57791 我可以成為網球選手 蘇珊.瑪蓮蔻(Susan Marenco)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9503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4, 天氣與氣候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951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5, 鳥類生態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9527 我可以成為武術高手 蘇珊.瑪蓮蔻(Susan Marenco)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9534 我可以成為電腦工程師 蘇珊.瑪蓮蔻(Susan Marenco)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9541 我可以成為體操選手 蘇珊.瑪蓮蔻(Susan Marenco)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怡和創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9789869369558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6, 恐龍時代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9565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7, 人體奧妙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945 幸福原力: 原住民教育回顧 林慧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108 金門榮觀28印記 陳為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789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陳明惠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796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三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796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三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33 啊,我的手機有怪物! 陳彥仁文; 謝佳燕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19 這座美術館: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的安藤忠雄圖集劉育東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802 這座美術館: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的安藤忠雄圖集劉育東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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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大學知識與資料工程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長庚科大



9789866395741 在文學的光廊中: 學生生命閱讀與書寫優良作品集黃淑貞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772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227 捷客多一句: 2000個英檢初級字彙 Rick Crooks, 王卓群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234 風格的要素: 用英美人士的不朽經典學習正統的英文寫作威廉.史傳克(William Strunk)著; 許智雅譯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4241 捷客多一句: 3000個雅思字彙 曾騰裕, Stephen Browning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258 捷客多一句: 1500個必考多益字詞 Rick Crooks, 楊玉琦, 林神龍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013 米米說不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251037 米米玩收拾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318075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陳致元文.圖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0593 寶寶的第一套繪本 趙良安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610609 接電話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等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16 看醫生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23 幫幫忙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30 不怕擦藥藥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47 交朋友 何修宜文編;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54 洗臉臉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61 不挑食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78 睡覺覺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85 丟垃圾 何修宜文編;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692 打招呼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08 洗澡澡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15 收玩具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拇指王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英文化



9789865610722 穿鞋鞋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39 洗手手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46 穿褲褲 何修宜文編;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53 上廁所 何修宜文編;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60 刷牙牙 何修宜文編; 閔玉真,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77 吃飯飯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84 排隊哦 何修宜文編; 陳瑞苗,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0791 有禮貌 何修宜文編; 吳月娥, 雷秀卿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53418 天空為什麽是藍色的? 莎莉・葛林德列文; 蘇珊・梵列圖; 黃郇瑛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032 應用陰陽學前論 馬肇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50032 應用陰陽學前論 馬肇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50049 拔罐的科學實務: 壓力、部位與判讀 謝麗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50056 茶科學.臺灣茶 葉士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350056 茶科學.臺灣茶 葉士敏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5126 青梅精驚人的16大效用 松本紘齊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6486 彩鳳迎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493 彩鳳迎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547 福妻無雙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和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音



9789863286554 福妻無雙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561 福妻無雙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578 福妻無雙 暖日晴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585 彩鳳迎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592 彩鳳迎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608 彩鳳迎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6615 彩鳳迎春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6622 香怡天下 末節花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639 香怡天下 末節花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646 香怡天下 末節花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653 騙嫁壞書生 緋衣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660 騙嫁壞書生 緋衣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677 騙嫁壞書生 緋衣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684 佳人非淑女 昭素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691 佳人非淑女 昭素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6707 商女發威 清風逐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714 商女發威 清風逐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721 商女發威 清風逐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738 商女發威 清風逐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745 真愛零時差 宋雨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752 真愛無限上綱 季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769 真愛逆轉勝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776 真愛不打烊 莫妮卡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912 我們並不知道: 金宇澄散文 金宇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82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玄談淺釋 宣化上人講述 精裝 全套 1

9789867328854 居士基本守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6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總中文部



9789867328328 一個名叫春風的家 育良培德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774 長洪武學縱橫. 第二十一期 李長穎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579774 長洪武學縱橫. 第二十一期 李長穎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782 小提琴樂理課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706 Folk songs for young pianists op3 by Matthew Koumis 平裝 1

9789869319713 A Guide to the greatest classical piano recordings onlineMatthew Koumis[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453 漢朝就是這麼瘋狂 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21491 漢朝就是這麼瘋狂. 卷五, 大漢暮歌.王莽盜國 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21 水滸密碼. 卷二: 英雄排排坐 趙家三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38 山海經密碼. 卷一, 遠古密碼 霧滿攔江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45 山海經密碼. 卷二, 黑色慾望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52 山海經密碼. 卷三, 歷史密隱 霧滿攔江著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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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奇美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流音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洪武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音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292 知識與迷悟: 李真「不生不滅」與「凡夫」系列首展龔向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1884 玩攝影教學誌: 水果拍攝解析-新鮮水果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90 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徐復觀先生手稿精選 特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0633 刑法規範之發展趨勢 伍開遠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83 2015/2015東海建築在羅馬: 通道與廣場. II-羅馬都市空間的差異與想像陳林蔚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083 2015/2015東海建築在羅馬: 通道與廣場. II-羅馬都市空間的差異與想像陳林蔚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103 孫克寬教授紀念專輯 謝鶯興編輯 平裝 1

9789869440103 孫克寬教授紀念專輯 謝鶯興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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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藝術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716 衍生性金融商品概論與實務 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61961 臺灣全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053 臺中市中心街道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61145 彰化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40 彰化縣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095 桃園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101 臺中市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118 新北市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125 最新世界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36132 台南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149 大台南市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156 台南市街道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163 機車考照最佳手冊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6170 最佳考照機車手冊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6187 桃園市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224 臺北市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231 世界地形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36248 臺灣行政全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36255 機車考照百分百題庫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6262 最佳汽車考照手冊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 平裝 1

9789865736279 臺灣地形全地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286 高雄市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293 臺南市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6309 防水臺灣地形全圖 金時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550 中國詩詞名家名句名句分類辭典 呂自揚編著 2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時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河畔



9789579266567 那流逝的鄉村歲月 呂自揚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851 從聖經中尋見真我 林瑜琳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814 臺灣世界水彩大賽暨名家經典展.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100 晶灩: 陳志芬琉璃油畫集 陳志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2146 如果蝸牛有愛情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82153 如果蝸牛有愛情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5900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289184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292887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292894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11304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19416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19423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19430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19492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52208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52215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61200 七根凶簡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芳琉璃藝術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特狄克瑞藝術服務



9789869361248 818那個看盜文還寫長評噴我的讀者 白夜未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255 半妖司藤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1262 半妖司藤 尾魚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61286 別那麼驕傲 隨侯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1293 別那麼驕傲 隨侯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65611 共振Resonance 黯然銷魂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606 有動有保庇: 國中生休閒活動參與動機對睡眠品質之影響調查研究呂明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20 文化.設計與傳播: 解構與分析 陳國祥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377 BenQ國際雕塑營. 2015 顏和正口述採訪.文字整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709 不上班也有錢: 33歲開始Winnie散漫遊 曾琬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709 不上班也有錢: 33歲開始Winnie散漫遊 曾琬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670 用12個法則與戰略成為技巧派吉他手 中村天佑著; 梁家維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687 突破運指、撥弦、思考力的滯礙: 漸次加速訓練85式宮脇俊郎作; 梁家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5941 Spark大數據分析的新利器: 資料科學家與數據分析師的入門指南書Mohammed Guller著; 阿貝好威的實驗室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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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5989 設計師生存戰: 找出個人競爭力,接案x求職戰無不勝Denise Anderson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016 ASP.NET學習教材: 使用C#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246047 免送修!免花錢!Windows10升級、優化、疑難雜症、效能全面進化一本通王裕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054 深入探索Scala集合技術手冊 晁岳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061 高效辦公不求人: WordXExcelXPowerPoint速成N百招恒盛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092 3ds Max 空間場景設計的12堂課 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108 計算機概論考前衝次60天 余忠潔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2246115 程式菜鳥也能拿來即用的Excel VBA巨集活用200例(2016/2013適用)楊玉文, 陳智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5507 寫給PM、UX與企劃人員看的設計方法: 打造使用者喜愛的創新產品與服務設計Vijay Kumar著; 張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122 DIY!2017素人的電腦組裝與選購 PC M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146 前端&行動網頁設計速成班: Bootstrap 4+CSS3+HTML5+JavaScriptSilvio Moreto作;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100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2017年版 古雲秀等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00117 圖解編曲入門 熊川浩孝, 石田剛毅著; 陳弘偉, 林育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8769 尋親故事手札. II 白麗芳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909 專利產學與餐旅管理研討會. 2017年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100 自然緣分 黃效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00 自然緣分 黃效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17 文化志向 黃效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易博士文化



9789869384117 文化志向 黃效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24 山/海/經: 黃效文與探險學會 劉鋆著; 黃效文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4124 山/海/經: 黃效文與探險學會 劉鋆著; 黃效文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4131 上帝旅行社 法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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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4559 關於愛......這件事 彭佳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97 嚴立婷韓國購購GO! 嚴立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597 嚴立婷韓國購購GO! 嚴立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309 廚房裡的四季好味 林勃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323 白日夢生活100繪 克洛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3709 是人皆如此 殷偉芳劇本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204 山神水魅 許裕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211 消失了妳我的國 林韋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361 老婆本月不婚變 芯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78 大老闆的獨佔宣言 喜格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85 繼承者的密婚交易 吳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392 拯救Boss吧,菜鳥! 蕾絲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03 億萬身價之戀 寧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承暉工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9789869406710 醫見鍾情 凌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27 一見妳就燦爛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34 睡了上司怎麼辦?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41 上輩子他是我主子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58 醫生他居心不良 蘇薇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65 就跟你說我們不是戀人 午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72 早安,失憶小姐 吳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89 暴君的萬能助理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796 就愛你一味 今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355 水彩解密. 2, 名家創作的赤裸告白 洪東標, 謝明錩編著 平裝 1

9789869322362 睡眠好,勝過藥 沙維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2379 更年期就要這樣過 高政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876 美孚保養廠日活動專刊( 2016-2017新世代跨界SUV保養技術通報)林永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329 禪門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336 素食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43 福慧傳家: 修福修慧,安心安家;六度萬行,傳心傳家。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50 佛教史叢談散集 淨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67 正念減壓教學者手冊: 給臨床工作者與教育家的實務指引唐.麥科恩(Donald McCown), 黛安.萊伯(Diane Reibel), 馬克.米克茲(Marc S. Micozzi)著; 溫宗堃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74 念佛生淨土(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381 念佛生淨土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398 Research on the madhyama-agama Dhammadinna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404 受戒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金塊文化



9789575987411 學佛知津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428 歡喜看生死(大字版) 聖嚴法師口述; 李慧菊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435 校長的番茄時鐘 釋惠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508 明心淨境: 心識、生命、社會、環境 釋惠敏等講者.審校; 釋惠敏, 黃信勳, 梅瑤芳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570 雪梨墨爾本澳洲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594 JRpass.新幹線日本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八版 平裝 2

9789865879617 羅馬義大利旅行精品書: 持pass坐義鐵暢遊義大利: 最簡單的自由旅行方案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5879624 東京.關東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七版 平裝 2

9789865879631 大阪京都關西廣域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12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463 基改追追追: 揭露全球基改作物入侵生活的真相陳儒瑋, 黃嘉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470 粉刺痘痘大揭祕: 你的臉為什麼好不了? Elsa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8487 瘋義麵: 手工自製、充滿麵粉香氣、滿足感爆炸的50種混搭家常義大利麵陳俊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494 育空雪地大競疾: 12天、零下50度,與14隻雪橇犬競逐1600公里的極地試煉尼古拉.凡尼耶(Nicolas Vanier)著; 程俊華譯 平裝 1

9789869417402 世界上最簡單的法式食譜 讓-法蘭索瓦.馬列(Jean-Francois Mallet)圖.文; 許琇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19 京都。慢走 王瑤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7082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2937099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2937105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法鼓文理學院學術出版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葒



9789862937112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2937129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2937136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2937143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916 仰望 彭惠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1335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國際會議會議手冊. 2015 社團法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59155 牙醫倫理之理論與實務 李崇德等撰稿; 鄭信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713 臺灣寶城: 三界埔漫遊 社區故事繪本 魏世賢文字撰寫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5284 口腔健康新紀元 王俊勝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173 光明語錄. 中華民國106年版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原著.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牙醫師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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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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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文化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224 電眼美睫魔法書 Angel老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715 角落微聲. 2, 聽見窮人的聲音 劉奇峯主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41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16: 高等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發展與趨勢田凱倩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779 走入命定: 身分X開啟X命定 艾倫.凱西(Allan Kelsey), 布萊德.斯道(Brad Stahl)作 平裝 1

9789869308786 美滿婚姻革新 南西.休士頓(Nancy Houston)作; 王建玫翻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08793 命定時刻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 珍妮佛.蜜斯克芙(Jennifer A. Miskov)著; 林淑真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926 那一年夏天 黃葳威文; 黃建中圖; 黎碧珊, 劉金鈴, 黃葳威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643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特殊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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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5356 海峽兩岸直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屆 陳國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007 寫一首歌: 音樂著作典藏計畫. 一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等採訪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801 室內設計年鑑. 2016 呂建宏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599 越境/後.樂園: 悍圖社與臺灣美術的現在 悍圖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608 臺灣農業學術研究與發展 王長瑩, 洪惠美, 馮忠琪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9204 學習愛.轉念幸福 黃裕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9211 轉念.海闊天空 黃裕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906 趙英來評傳: 改變世間的美麗熱情 安京焕著; 朱立熙, 鄭乃瑋, 顏思妤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韓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花縣生命線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空間設計工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中華直銷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207 我有一隻怪獸朋友!我&怪獸的第一糖課 第一糖課概念繪本吳怡葶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828 亞太高等消防教育與研究論壇. 第5屆 社團法人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臺灣分會學術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127 商業分析實務指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1953 一架老老的鋼琴 王憶秦文; 王憶秦, 程喻新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8561960 用不完的嫁妝 吳詩婷, 李宣槿文; 吳詩婷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8561977 大地之歌 吳綵綉文; 林靜嫺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8561984 我家的臭阿嬤 浣熊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8561991 旅行調色盤 張真輔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4902 土豆糖 ANT圖.文 二版 其他 1

9789869384919 媽媽尋寶 李雅雯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4926 媽媽的100件新衣裳 許紋萍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4933 水黃皮 方文利文; 莊予瀞, 方文利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9384940 老鼠的滋味 裡子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4957 流浪狗小黃 陳素蓮, 廖翊帆圖; 陳素蓮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4964 走讀雲林 李順榮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4988 旅行調色盤 張真輔文.圖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國消防工程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臺灣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愛胰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701 校園法治教育的新思維: 修復式正義 陳怡成, 鄭若瑟, 謝慧游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8701 校園法治教育的新思維: 修復式正義 陳怡成, 鄭若瑟, 謝慧游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8701 校園法治教育的新思維: 修復式正義 陳怡成, 鄭若瑟, 謝慧游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3432 墨韻生香: 八閩美術會丙申年全體會員聯展作品集. 第六集徐旭陽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6176 最新牙科臨床經典案例解析 王子芳等撰稿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921 0206震.省: 南臺震災與維冠倒塌省思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3823 聾人解放神學 Hannah Lewis作; 王美書等譯 平裝 1

9789869043823 聾人解放神學 Hannah Lewis作; 王美書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908 2017年台日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楊智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915 海峽兩岸三地植物分子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術研討會. 第十二屆楊智惠, 黃耿祥, 蕭介夫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生物科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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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手語雙福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北市八閩美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牙醫師公會

臺中律師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4483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四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6236 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 第四輯 江俊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646 臺灣特有種牛樟芝(菇)(Antrodia cinnamomea)科學認知.法規審查&國際市場暨牛樟芝(菇)子實體(牛樟木)原始物種: 雙語國際最新標準平裝 1

9789868984646 臺灣特有種牛樟芝(菇)(Antrodia cinnamomea)科學認知.法規審查&國際市場暨牛樟芝(菇)子實體(牛樟木)原始物種: 雙語國際最新標準平裝 1

9789868984646 臺灣特有種牛樟芝(菇)(Antrodia cinnamomea)科學認知.法規審查&國際市場暨牛樟芝(菇)子實體(牛樟木)原始物種: 雙語國際最新標準平裝 3

9789868984653 臺灣特有種牛樟芝(菇)(Antrodia cinnamomea)科學認知.法規審查&國際市場暨牛樟芝(菇)子實體(牛樟木)原始物種: 雙語國際最新標準魏隆行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413 「餐桌文化 幸福對話」工程 手冊 張坤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545 第七次ICF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大會大會手冊. 2017劉燦宏, 廖華芳等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446 為何受苦: 生命無理時, 找到意義和安慰 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 文生.威泰爾(Vince Vitale)作; 顧美芬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國際幸福家庭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ICF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食藥用菇菌類生技協會

臺灣南美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643 家の18種溫度 尚藝設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7650 CYNTHIA美宅讀本 張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503 通勤印象 駱瑀彤等文字; 呂孟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156 什麼都要洗乾淨 鎌田步文.圖; 陳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170 熱心勇敢的普魯達: 救援直升機 鎌田步文.圖;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194 給森林的信 片山令子文; 片山健圖; 汪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387 女孩派對嘉年華: 美甲美睫沙龍技術全解 陳聖晴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4295 飲食中的美麗奧祕: 外養顏,內補身,食物也吹混搭風!張曄著 平裝 1

9789863794301 我用石頭當畫布: 點石成金,平凡石頭創造大驚奇漫果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318 明星英文家教: 60堂英文會話,提升聽力、強化口說力金利主編 平裝 1

9789863794325 今天不學機器學習,明天就被機器取代: 從Python入手+演算法鄭捷著 平裝 1

9789863794332 不只是Hadoop2.0: 完整Ecosystem雲端全介紹 劉鵬, 葉曉江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349 與上帝的契約 胡安.高美(Juan Gomez-Jurado)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4356 看圖例學Excel 2016 洪錦魁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363 數位時代的瑞士刀來了: Arduino開創物聯網大局楊佩璐, 任昱衡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370 一手掌握短小精悍的Nginx 高群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387 OSの結構繪本: 手繪manual (株)ANK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囹語高校生傳媒平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發國際文化



9789863794394 視覺化資料:100%全腦吸收大數據,直入神經元 陳為, 沈則潛, 陶煜波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4400 完美調和Eclipse RCP與Spring OSGi技術詳解 陸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417 巨型網站原理架構解密: 分散式系統& Java中介軟體曾憲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424 Hadoop的最後一哩路: Impala大數據查詢引擎 賈傳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431 CG大師講座: 國際藝術家的漫畫異想 LeewiAR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448 CG大師講座: 國際藝術家的唯美意圖 LeewiAR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455 上帝的間諜 胡安.高美(Juan Gomez-Jurado)著; 楓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4462 線條的力道: 精彩對談x作品賞析,25位插畫家的線條藝術光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479 慢飲純粹: 品出葡萄酒的醇香 馬紅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486 從工程師到系統架構師之路: 用mundo C++開發網路多執行緒應用程式陳碩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493 Panda3D、C++、Python專業商用3D引擎 劉暉, 林欣, 李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509 大數據統計理論 楊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516 Intel Edison智慧硬體開發: Base on Yocto Project 陳士凱, 程晨, 臧海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523 iOS遊戲開發從零開始: Base on Cocos2d-x & cocos2d李華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530 Xilinx All Programmable Zynq-7000 SoC設計開發寶典何賓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4547 一劍雙刃: 讓CAE如虎添翼的ABAQUC+Python 蘇景鶴, 江丙云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554 遊戲大師天堂路: 只有Unity Shader才能超越Unity馮樂樂著 平裝 1

9789863794561 大數據起步從Python開始: 算法及設計基礎 吳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578 王者歸來: WEKA機器學習與大數據聖經 袁梅宇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4585 VMware vSphere 6: 跨國大規模架設實戰 王春海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592 時尚插畫Amazing: 簡單紙筆創造不凡魅力 焦潔, 孫成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608 3ds Max/VRay居家設計透視圖表現技法 周宏, 鄭勇群, 吳靜波編著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794615 一舉兩得功力大精進: 學Python+Web賺一個未來董偉明著 平裝 1

9789863794622 背叛者的徽章 胡安.高美(Juan Gomez-Jurado)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4639 漫畫人物動作設計. 少女日常生活篇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著 平裝 1

9789863794646 深入研究Hadoop-YARN核心技術 周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653 輕鬆搞定: MAYA實用技法不NG 夢德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4660 Web應用程式開發の羽量級優化 邱俊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677 電影視覺Maya/Vray/AE特效專家領航 滕金紘, 曾煜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684 Android實戰手冊: Telephony原理剖析與最佳實作楊青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691 人機互動終極體驗: Kinect菁英大師的專題剖析Base on C#吳國斌, 李斌, 閣驥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707 iClone: 3D動畫快速產出 趙國運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9121 ISO/IWA1:2005國際醫療照護品質管理系統之應用指南馬震中, 黃重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759 當代臺灣四朵奇葩 陳秉璋著 平裝 1

9789867599766 中東歐視野: 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觀察 鄭得興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599766 中東歐視野: 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觀察 鄭得興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599773 前進捷克: 中歐心臟國度全面深度的理解 張家銘等著; 潘維大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752 物聯網帶動虛擬化轉型: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商機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69 晶片發展趨勢與廠商的課題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76 IC封測產業未來發展與變革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83 從硬體到服務: 大數據啟動智慧生活新想像 拓墣產業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790 行動電腦產業發展新趨勢 拓墣產業研究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4806 全球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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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0607 羅山食物戀: 村民的日日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社區發展協會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607 羅山食物戀: 村民的日日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社區發展協會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767 寂寞的狼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著; 駱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774 專屬依戀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781 人生若只如初見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花縣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臥網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9789869332798 情絲彎彎繞指柔 柚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147 新疆和闐萬件玉料: 抱璞國際 精裝 1

9789868726147 新疆和闐萬件玉料: 抱璞國際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511 自然的住: 自然五感空間,遇見歡喜的自己 鄭鈞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133 股市三寶: 讓您重拾信心把錢贏回來 陳霖著 初版十四刷 平裝 1

9789869153140 週選擇權獲利大解密 陳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4113 貓妹妹的夢想 戴薇著; Tulip Game U.S.A繪; 譚俊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44120 大象爺爺送來的氣球 戴薇著; Tulip Game U.S.A繪; 譚俊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44137 好兔子班吉奇遇記 戴薇著; Tulip Game U.S.A繪; 譚俊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7344144 豹子頂頂愛跳高 戴薇著; Tulip Game U.S.A繪; 譚俊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1786 注定遇見外星人 三千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632 在深夜的咖啡廳喝杯茶 雪代鞠紜原作; 葉芝真己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649 秘密的甜蜜互換 TOWA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656 與靈體開始同居生活。 さがのひを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築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霖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抱璞國際



9789864741694 親愛的殺手先生 邊天使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724 戀上你、淚。情非得已 小泉蓮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755 Haru和吸血鬼 桜庭ちどり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762 鬼神君的御用廚娘 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1779 鬼神君的御用廚娘 果寶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1809 情繫於你 花村一千花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16 今夜讓我伴你入眠 蜂田キリー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23 王子的婚禮 福嶋由香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30 每天喵的咧 岩路桜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54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連思宇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1861 妄想人體實驗: 性感實驗室 雨宮叶佳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78 結婚戀愛 浜口奈津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885 蜜夜婚: 付喪神的新娘 大海十夢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892 今天這吉日也請多指教 星野正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08 30談戀愛 小純月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15 大神主人的專屬座騎 流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22 戀人出缺。 高瀨ろく原作; 佐崎いま作畫;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39 星期一開始的單戀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46 快點成為大人吧 森江惠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53 戀愛、妖怪與學生會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60 給野獸的棒棒糖 仲野惠美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91 放學後的眼鏡男孩 吹山莉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004 轉角遇上、狗 じやのめ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011 官能小說的烈情 刑部真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028 你在那個時間會變野獸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035 制服上的香草之吻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2042 注定遇見外星人 三千琉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059 被溫柔的謊言擁抱 咲乃ユウヤ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066 HAMATORA: 超能偵探社 小玉有起, 松舞夏原案; 小玉有起漫畫; 北島行德劇本;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073 HAMATORA: 超能偵探社 小玉有起, 松舞夏原案; 小玉有起漫畫; 北島行德劇本;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080 賴皮女孩多+點 深海魚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097 沒有鑰匙的鳥籠 冬織透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03 世界末日戀上妳 能登山圭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110 哥哥、加男友 月見琶琵子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27 戀惡魔❤MOMO 餅兔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34 和阿洋在一起。 黑田埜亞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41 不能抱抱的新娘 深海魚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58 甜蜜婚姻 箕野希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65 深夜煩惱 安武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96 高臺家的成員 森本梢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2202 喵色可餐 千流著; 佩喵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387 喵色可餐 千流著; 佩喵繪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219 魔王大人不要鬧 清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226 手機男友 內原香乃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233 和社長那個啊

♡

: 7色的束縛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240 距離「喜歡!」0秒 後藤美沙紀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264 第二次處女 尾崎衣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271 天亮前唯我專用 成瀨悠利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288 親愛的殺手先生 邊天使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295 Honey: 親愛的 目黑亞夢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2318 戀愛廚房! 寺下橫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325 花與狂風 後藤美沙紀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332 戀愛來臨時是全彩: 一切和你開始 水瀨藍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349 今晚、在老師的臂彎中 真村澪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2356 未成年愛很大 水波風南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2363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370 早上醒來發現小夥伴變成美少女 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400 死神們的存在理由 冬織透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417 這個月的汪星人 遠藤淑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424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431 QQ掃除者 最富恭介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448 初來乍到的席爾凡朵兒 倉橋柚子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0556 Game terror Daniel P.H. Chuang[作]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6

典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716 老帥人生: 吳克家九五自述回憶錄 吳克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115 逃避真愛: 跨越自我解離的心牆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其他 1

9789869388122 告別娑婆 葛瑞.雷納(Gary R. Renard)作; 若水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953 宇宙掉了一顆牙 郭奕臣文; 林小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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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3244 圖書館不安靜 澤切里亞.歐哈拉作; 馬筱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244 圖書館不安靜 澤切里亞.歐哈拉作; 馬筱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268 供桌上的自畫像: 陳澄波與他的妻子 林滿秋文; 陳澄波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275 一個「人」的哲學: 九卷 史作檉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282 趙洋 趙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299 40歲的住所改造術 水越美枝子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000 凝視的身影: 37位臺灣當代藝術家的生命歷程與藝術創作孫曉彤作; 蕭榕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008 格蘭菲迪鑑賞攻略 楊雅玲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409 中國近代外交與邊疆問題史料叢刊. 第一輯 江建新編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欣麒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蘭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世家創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438 部落的遷徙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編輯; 陳香英, 呂美花主編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222 筆耕墨耘翰墨逸興: 宜蘭縣噶瑪蘭書法學會會員展. 二0一六年宜蘭縣噶瑪蘭書法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415 電子學分類題庫. 第五輯 林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5906 中文近義詞圖譜 周美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5906 中文近義詞圖譜 周美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118 逆光天堂: 看見你不知道的拉丁美洲 李碧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985 咳嗽警報 羅仕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191992 暗示療法的奇蹟 愛彌爾.庫埃(Emile Coue)著; 陳昭如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2404 另類療法抗癌聖經 泰.波林吉(Ty Bollinger)著; 張家瑞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2411 愛情裡,你是什麼模樣? 羅雪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2428 合理的斷食: 大自然的萬能解藥 阿諾.埃雷特(Arnold Ehret)著; 鄧捷文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鑫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噶瑪蘭書法學會



9789869372435 這樣吃,全身疼痛都消失: 暢通氣血、平衡賀爾蒙、改善代謝、抗發炎;三周吃出抗痛力!尼爾.柏納德(Neal D. Barnard)著; 洪淑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2442 小蘇打大療效: 臨床實證,從感冒、胃酸過多、氣喘、糖反病、高血壓到癌症,都能神奇治療!馬克.史克斯(Mark Sircus)著; 祈雅媚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2459 救命大清腸: 「整體健康之父」人體排毒淨化療法,徹底清除百病的根源柏納德.詹森(Bernard Jensen)著; 鄧捷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466 解夢經典: 當今世上第一本,王崇禮老師閉關49日,宗天宮神明親授解夢技巧大公開!王崇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2473 捷克經典: 5星級的捷克文化深度導遊 高嵩明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771 Gadgets, fashion display and women's material strategies in the turn-of-century novelEva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771 Gadgets, fashion display and women's material strategies in the turn-of-century novelEva Ch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900 判定選舉預測市場之準確度: 最適價格門檻、預測準確度與鑑別模型童振源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900 判定選舉預測市場之準確度: 最適價格門檻、預測準確度與鑑別模型童振源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5917 王塘南思想研究: 明代中晚期良知學的辯證發展陳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924 包馬歇三部曲: 塞維爾的理髮師、費加洛的婚禮、犯錯的母親包馬歇(Pierre Beaumarchais)著; 阮若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931 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 王文隆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948 1940年代的詩歌與民主 王東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517 一分鐘圖解.不可思議的狗知識 矢崎潤監修;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036 小人物.大夢想: 臺北、德里與舊金山的夢想圖像索納莉.曼格爾(Sonali Mangal)作; 棒棒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243 漢聲愛的小小百科. 第一輯 漢聲雜誌社編寫.繪圖 十七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美日文本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185 如是我在 李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008 醒覺傳承與創新 林正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637 生命歷程全占星: 靈魂之旅的命運行程表 韓良露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2931 無壓力BOX直覺收納整理術: 懶人、收納苦手救星!隨手利用箱子,瞬間維持整齊,輕鬆享受舒適空間古堅純子著; 楊明綺譯 平裝 1

9789865922955 丹妮婊姐: 人生哪來那麼多「可是」 丹妮婊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62 50公分的世界: 進入我生命的腦麻小貓,未來 金赫作;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79 畫星星的女孩 依萊莎.瓦思(Eliza Wass)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022 北埔民、居: 一個典型客家山城的庶民與建築記趣古武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77 白瓷之路: 一位瓷人串連東西方的朝聖之旅 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著; 林繼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8084 叢林裡的莫札特: 性、藥與古典音樂 布萊爾.廷達爾(Blair Tindall)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8091 雕塑史101: 從古典到現代雕塑 王德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655 神的載體 游善鈞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宣平宮醒覺堂管委會



9789869165556 沙瑪基的惡靈 沙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25 午後的克布藍士街 葉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49 達達戰爭 天地無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56 搖滾戀習曲 朱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63 尼羅河魅影 林斯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70 不怕青春太疼痛, 只怕青春沒來過 明星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87 水眼: 微笑藥師探索系列 提子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94 魔女繪卷: 大小姐與便利屋偵探 米米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9818 尋找結衣同學 胡杰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29825 尋找結衣同學 胡杰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29849 薔薇鄰人番外: 花藏的秘密 凝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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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68826 帝國第一男神 蜀墨生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8840 帝國第一男神 蜀墨生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8833 帝國第一男神 蜀墨生香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8925 緣中緣之游龍驚鳳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8956 失憶了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8963 失憶了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8970 失憶了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8987 失憶了別鬧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8994 緣中緣外傳風無影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007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五季 顧懿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014 諾亞動物診所病歷記錄簿. 第五季 顧懿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038 千歲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045 千歲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052 烈駒 寒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076 烈駒 寒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069 烈駒 寒菽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9083 天庭幼兒園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威向



9789862969090 梁祝. 八, 燃陰劫 塵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106 梁祝. 八, 燃陰劫 塵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113 血色 末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120 浪蕩歪傳. 六, 龍出沒注意!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137 浪蕩歪傳. 七, 戰龍禦九天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144 蘿莉吸血鬼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69151 紈褲奴才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168 紈褲奴才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175 第一夫人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243 第一夫人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182 第一夫人 焰雪雪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9199 如臨深淵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212 如臨深淵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205 如臨深淵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9229 喜神會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250 調情餐廳Flavor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267 移民侏儸紀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274 我以外,不是臥底就是基 殷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281 我以外,不是臥底就是基 殷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298 替身難為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304 替身難為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311 武林龍陽艷事錄系列: 手足成衣服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328 武林龍陽艷事錄系列: 手足成衣服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802 文學 布藝 文房具: 布藝文房具如何結合圖文創作李威遠, 吳燕凰, 蔡玉華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914 不煩躁、不吼罵,和平搞定孩子的壞習慣 童利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921 10關鍵,讓孩子的行為不失控 陳怡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向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42

思考特視覺溝通



9789869222938 練好孩子專注力,終結漫不經心 史翰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945 你鬧什麼脾氣啊! 史翰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952 培養孩子的受挫力 張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2969 不吼不叫也能改造小霸王 胡玲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741 共同的創造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imir Megre)作; 王上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945 10分鐘完成的小份量料理90道: 不浪費食物,省時美味又健康的宵夜食譜二飯作料理研究所著;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50423 蒼空神域 夏堇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3317 全家人的眼睛照護小百科: 眼科名醫教你鍛鍊好眼力告別近視、老花,視力升級1.5林穎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5076 女王的御用甜點師 野村美月作; kreuz+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5755 終物語 西尾維新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66103 原來百岳離我們這麼近,來自海拔3000公尺的夢想實踐手冊黃政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001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0冊 1

9789571066356 陪我度假去-伊梓帆私密寫真書 陳伊, 董梓甯, 小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067155 企鵝男孩: 即使前路蜿蜒曲折,我心依然充滿陽光賴育輝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193 蛋黃哥女子. 2 SANRIO作;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209 懶懶der~蛋黃哥的軟爛生活學. 3 SANRIO作; 錢亞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292 迴家/17.34.51 賈彝倫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67452 覺醒之路. 2, 玫瑰會社 陸希未(Marie Lu)作; J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7728 黑城 伊莉莎白.理查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039 野溪怎麼了? 莊詠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68046 超神奇人體迷宮探險隊 Claudine Gaston, Christian Camara, Jeremie Claeys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053 超驚人地下世界大冒險 Karine Balzeau, Antoine Balzeau, Gal Weizman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拾光雪松



9789571068350 Photoshop CC夜景攝影RAW精修術: 只要4個步驟就讓相片耀眼奪目、閃閃動人!丸田篤作; 謝景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367 風景攝影達人關鍵思維: 只差這一步,就可以讓作品水準大幅提昇!萩原史郎, 萩原俊哉作; 周明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381 學會塔羅的16堂課(暢銷紀念版) 丹尼爾作 增訂1版 平裝 1

9789571068404 冰刃方程式: 偵探林若平的解法 林斯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435 (急徵)折斷美少女們的旗,辭去班長一職的方法 栗栖帝那作; 愛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626 奧德賽狂想 D51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8664 魔獸世界: 伊利丹 威廉.金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787 日本貓散步: 來趟與喵星人不期而遇的暖心之旅吧!岩合光昭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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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1069005 御手洗潔與進進堂咖啡 島田莊司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012 肉小說集 坂木司作; UI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029 悲鳴傳 西尾維新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043 農林 白鳥士郎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9050 海貓悲鳴之時Episode 4 竜騎士07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69067 海貓悲鳴之時Episode 4 竜騎士07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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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69340 咱ㄟ淡水魚 李嘉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357 萌力全開!Q力伊萊: 英國爹地臺灣娘的雙語生活頻道伊萊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449 戰鬥公主: 愛,靠近中 艾唯恩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456 店長貓陪我開心度過的每一天 仁平綾作; 謝景焮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494 不可思議的戀愛關係 村田真優著;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524 <>Amis L.艾蜜絲浪漫寫真書 Amis L.艾蜜絲, 戴羣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531 有何不可 柯宥希漫畫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579 肉食男子x草食男子 北畠あけ乃著;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586 我才不想和你談戀愛 月村奎原作; 樹要漫畫; H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593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著; K.T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69616 獅子與新娘 櫻乃美佳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623 神返少女 遠山繪麻作;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69654 比接吻更甜蜜的事? 杏堂麻衣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678 銀座霓幻夜天堂 ウノハナ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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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0346 戀愛、親吻與肉體的掙扎 千葉梢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722 花與新婚太太 高橋真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9739 花與新婚太太 高橋真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353 蟲姬 外薗昌也原作; 里見有作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777 學生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69784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1069791 料理新鮮人SECONDO 關家澈治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69807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69814 魔法戰爭 鈴木央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69821 蒼尾的祕寶尋獵者 意外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838 她們做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作; AKI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69845 雙面經理寵愛攻勢 井上美珠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852 死亡這件小事 珍妮佛.L.亞門蘿特作; Sabrina Liao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876 完美的妳去死 R.J.安德森作; 蔡曉芸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9890 初戀怪獸 日吉丸晃作;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69913 與學生會長的秘密婚約 華夜著; NOI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69944 我就是這樣變喵的貓奴的 小咖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951 有熊真好: 白白與你相遇的每一天 Darylhoch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968 尋愛女子的情場勝利學: 找不到、愛不對、嫁不掉,其實問題出在自己川崎貴子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975 阿娘喂!我就這樣當媽了: 彎兒小圓仔報到日記 彎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9999 迷途妖精日誌 上絕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0001 朕的少傅暗戀朕 萌晞晞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0018 專屬療裎 逢時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025 吾王馴養指南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049 哇!一起做披薩 丁好宣圖.文; 張琪惠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70056 3D童話小劇場: 三隻小豬 尖端編輯部作; 楊惠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063 花開千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063 花開千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087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早餐情侶檔原作; 魏思佳漫畫改編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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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1070100 成為吸血鬼的你開始一段永恆的愛 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0117 神明判決!這樣的我有罪!? 桐真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0124 HUNDRED百武裝戰記. 5, 雙重展開 箕崎准作; Ccli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131 這份戀情,與其未來。. 第一年 冬 森橋賓果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148 我的生存意義 赤月駆矢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0155 前國民偶像要做國軍唯一的男子漢 陽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162 幻想危機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0179 傳單殺手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0186 龍姬駕到 夢三生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0193 川普這種生物: 被世界討厭的勇氣 Michael Ian Black作; Marc Rosenthal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0209 古民宅繪色時光 高須賀由枝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216 古民宅繪色時光 高須賀由枝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223 回憶中的金平糖 持田秋作;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0230 偷心郎君: 情猖狂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247 CUT獵奇犯罪搜查班.藤堂比奈子 內藤了作; 曾玲玲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254 記不起: Name game 鈴木收作;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261 湯之王國的公主 樋口直哉作; 林宜錚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278 小說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 豐田美加作;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308 噬魂者NOT! 大久保篤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315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70322 好想大聲說出心底話 超平和BUSTERS原作; 阿久井真漫畫; 李喬智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339 好想大聲說出心底話 超平和BUSTERS原作; 阿久井真漫畫; 李喬智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377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384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091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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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1070407 在蔚藍的青空下 米米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414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0421 MH*MH-美式獨佔 MORIKU墨里可漫畫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438 關於喜歡的人 はらだ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445 星期戀人 橘紅緒作; 寶井理人漫畫;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452 星期戀人 橘紅緒作; 寶井理人漫畫;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469 TRAP陷阱關係 大槻ミウ著;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483 明天請和我談戀愛 山本小鐵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490 絕望寶貝 櫻田雛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506 絕望寶貝 櫻田雛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513 水之色。 槙えびし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520 湛藍純淨的戀愛 小杜蕗シンジ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537 不小心對你心動了 椎葉奈那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544 朕的少傅暗戀朕 萌晞晞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0551 五百夢書鄉 穹魚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568 夜安!借住少女出沒注意 啞鳴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0575 女王的御用甜點師 野村美月作; kreuz+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0582 霸道少東偽戀契約 ひらび久美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599 中古貨也想談戀愛! 田尾典丈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605 星級型男深夜品味 冬彌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612 公審直播 川千丈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636 年年有條小鯉魚 星野櫻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1534 年年有條小鯉魚 星野櫻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0650 龍姬駕到 夢三生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0643 龍姬駕到 夢三生作 1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70667 成就達成: 蒐集七個作弊玩家拯救世界! 不夜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674 地方的魔法少女需要管理員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0698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704 青葉同學請告訴我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728 被愛的感覺MAX!! 桃井堇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735 再見了,我親愛的朋友 エンゾウ原作; H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0742 再見了,我親愛的朋友 エンゾウ原作; H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0759 醒來後的第一件事 志村貴子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766 根古谷同學的戀愛觀察 高城リョウ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773 省錢x省時x省力的聰明主婦家事指南 郭智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780 零橘皮組織按摩: 只要伸展+柔壓,4週剷除多餘脂肪,不必運動就能瘦朴慧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797 臺南生活自由式 Cecil Tang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803 自己做可愛手指偶: 森林動物小劇場 Solenne, Thomas作; 王晶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810 方塊動物園 中村至男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0827 學易經,沒有那麼難!: 跟著口訣輕鬆學,7天就上手林金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834 貓與我的星期五 種村有菜作; 可莉露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841 絕叫學級 石川惠美作;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70858 絕叫學級 石川惠美作;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069036 成為吸血鬼的你開始一段永恆的愛 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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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0872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ぎき登作; 李珮華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0889 弗雷姆王國興亡記 疎陀陽作; Seeker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0896 女裝皇家教師 野村美月作;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0902 神明判決!這樣的我有罪! 桐真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0919 小熊逃走中 林斯諺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926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0933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70940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0957 歡迎光臨康堤紐斯大飯店 李柏青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964 MizuMizu IlluStrations: 水水畫冊 水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971 Canon EOS 5D Mark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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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70988 悲痛傳 西尾維新作; hundreder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008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1071015 王牌酒保a Tokyo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漫畫;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022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71039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046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053 今天來點漢堡吧! 花形怜原作; 才谷ウメタ口ウ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060 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 超平和BUSTERS原作; 阿久井真漫畫; 李喬智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1077 好想大聲說出心底的話 超平和BUSTERS原作; 阿久井真漫畫; 李喬智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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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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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1114 微醺浪漫吃喝人生 鈴木マサ力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121 再一次,無論多少次。 阿仁谷ユイジ作; H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138 再一次,無論多少次。 阿仁谷ユイジ作; H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145 GIVEN被贈與的未來 キジナシキ作; H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152 GIVEN被贈與的未來 キジナシキ作; H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169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漫畫; 徐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2012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漫畫; 徐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183 動物園的秘密 北澤功監修; 犬養ヒロ插畫; 卓惠娟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13 北極微笑南極微笑 香川美穗作; 張東君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20 VOID: 寂寞的快感 座裹屋蘭丸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37 睡覺的男人與戀愛的男人 座裹屋蘭丸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44 鳴鳥不飛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1251 爸爸的暗殺者: 龍之介遠走高飛 SHOOWA原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68 爸爸的暗殺者: 丹尼爾遠走高飛 SHOOWA原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75 折射的寶石Labradorescence ymz原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82 3D童話小劇場: 小紅帽 尖端編輯部作; 楊惠婷繪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299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1305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71312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1071947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1071329 MAGI魔奇少年前傳: 辛巴達的冒險 大高忍作; 大寺義史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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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71343 色戀蟲 いさか十五郎著;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367 科學怪人前傳. 2, 邪惡意圖 肯尼斯.歐珀著; 黃涓芳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374 影片中的女孩 雅曼達.詹寧斯(Amanda Jennings)著; 翁宛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404 超人高中生們即便在異世界也能從容生存!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411 她們作菜難吃的100個理由 高野小鹿作; AKI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1428 OUTBREAK COMPANY萌萌侵略者 榊一郎著; 張乃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1435 一支獨享: 幸福的日本酒 增田晶文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葉皐利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442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1459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1466 全日本制霸!2000個此生必去此生必去的夜景勝地,跟悔恨說再見,輕鬆拍出絕美代表作!岩﨑拓哉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497 傳單殺手 草子信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1503 幻想危機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1510 最美遇見你 顧西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527 平凡的我重生 R.J.安德森作; 蔡曉芸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541 轉角食光 千川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565 深表遺憾,我病起來連自己都怕 小鹿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572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1589 前進吧!!高捷少女 桐真, 真次方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1596 戀愛教戰手冊 明天的明天之後 小杏桃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954 夜安!借住少女出沒注意 啞鳴作 1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71626 雙戀危情 薔薇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633 我的怪咖男友 水藍薰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640 Minecraft DIY密技大百科: 玩出潛能的320招技巧王育貞, 盧品霖, 張孝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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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1664 世界BL妄想童話 山田ウメ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1671 魔法巧克力專門店-honey blood 瑞穗梨乃著; 舒芙蕾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688 與學生會長的秘密婚約 華夜著; NOL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1695 與學生會長的秘密婚約 華夜著; NOL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1701 返校: 惡夢再續 赤燭遊戲, 苓菁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831 那樣的世界毀掉算了: QUALIDEA CODE 相樂總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1855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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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1886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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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571071909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1916 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Koi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1923 邁向星世界! 畑健二郎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985 不想跟你談戀愛 酒井真由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1992 浪漫時鐘 槙陽子著;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2005 唯妙唯俏☆COS社 陳漢玲漫畫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2029 戀愛教戰手冊 灰野都漫畫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050 即使四宮同學的世界結束了 千依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067 依戀你的所有 椎葉奈那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074 24小時溺愛男友 杉尻尾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081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2098 四月一日同學與我的祕密同居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2135 她和她的貓 新海誠原作; 山口つばさ漫畫; Scaly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142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166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2159 想讓可愛的上司為我困擾 夕チバナ口ク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2173 源君物語 稻葉作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2180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2319 MAGI魔奇少年前傳: 辛巴達的冒險 大高忍作; 大寺義史漫畫;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2326 獨一無二的你 川上千尋作; 可可亞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357 關於她的祕密戀情 尾崎衣良作; 籃球丸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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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107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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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1072395 今天來點漢堡吧! 花形怜原作; 才谷ウメタ口ウ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449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黑瀨浩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30

送存冊數共計：251

麥浩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2714 裝潢其實很簡單: 6步驟step by step教你工程發包到風格營造一次上手,少做工程,輕裝修,重佈置裝潢新手不用怕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806 建材疑難全解指南500QA: 終於學會裝潢建材就要這樣用,住得才安心!從挑選、用途、價格、設計、施工、驗收到清潔疑問,全部都有解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820 服裝採買決勝創業術: 新手、老鳥、網拍、開店都必備的韓國&中國批貨實戰寶典黃偉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868 套房超小宅格局完全破解100例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43 鄉村風設計圖典1000: 精選歐式、英式、美式、現代鄉村風格手感家,細述格局、材質、傢具、佈置、配色設計關鍵,營造到位又溫馨的自在居家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02950 一張紙也OK!好感包裝書 宮岡宏會著; 瞿中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2974 Love To Shave遇見美好時光: 星巴克16週年攝影故事集郭家振, 李欣恬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053 ZINE,我的獨立出版品 古曉茵著 平裝 1

9789865680091 電影大師語錄: 全球121位電影名人,148則經典格言選集潔咪.湯普森.史登(Jamie Thompson Stern)作; 張雅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80169 6步驟輕鬆擺,小家更有風格: 精準掌握材質、傢具、色彩,解析搭配原則,再加一點你的生活品味,讓家越住越黏人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176 挑建材,蓋自己的房子: 搞懂鋼筋混凝土(RC) 、清水模、鋼構、木造,打造適合臺灣人住的厝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251 花蓮移住: 和30位新花蓮人一起練習理想生活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275 老前住宅設計解剖書: 安心X便利X舒適,不只為父母也為自己,從體貼生活到關照心理,全方位居家重整,讓你活得開心、住得優雅!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29 房子再小都好住: 做對格局,機能到位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43 我們的峇里島+東南亞理想旅店100+: 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60位生活風格者109家旅宿體驗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367 省錢修繕DIY居家全書 收納Play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28 設計師一定要懂得格局破解術: 6大屋型平面動線大解析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497 拒絕複製!我要東京小宅訂製風LIFE in TOKYO: 用生活夢想當靈感,學東京人打造味道小宅,天天住在美好日子裡Blue studio作; 李家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41 再住20年,老屋再生裝潢計畫書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565 混搭設計學: 設計師一定要懂 最潮材質混搭創意 35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02 空氣鳳梨輕鬆玩: 地球最強!懶人植物之王 梁群健, 顏俊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57 鄉村風訂製專賣店 王思文, 汪忠錠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0695 空間設計要思考的是: 人與空間、形式和機能,從思考到現場,陸希傑的極簡美學與實踐陸希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288 愛花人集合300種最新花卉栽培與應用 陳坤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318 裸感蛋糕: 擺脫厚重奶油,用苺果、花朵就能做出閃閃發光蛋糕漢娜.邁爾斯(Hannah Miles)作; 林惠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78 日本料理,原來如此: 美味不失禮的日本料理全知識辻芳樹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585 雲霄飛車為何會倒退嚕?創意、行動、決斷力,日本環球影城谷底重生之路森岡毅作; 蘇暐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22 木素材萬用事典: 設計師打造自然木感住宅不敗關鍵35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646 好吃. 24: 泡泡的力量!日常的迷人酵食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53 5分鐘即食!萬用保鮮盒做一週料理: 食材保存、省時上菜、季節醃漬、快速甜點,一盒搞定楊賢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60 設計咖啡館開店學: 首席餐飲設計師與第一營運顧問,14堂課打造永續經營的迷人咖啡店鄭家皓, 王詩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77 快速、省錢、精準 60天搞定居家裝修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84 塗料萬用事典: 從塗料挑選、工法到施作程序全解析,創造塗料的驚奇效果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691 就是愛住文青風格的家: 8-32坪小空間居家提案,只要用無印良品、IKEA、H&M HOME打造自我的生活方式鄭素靜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738 日本離島旅行,淡淡的生活: 探訪13個小島嶼.32間美好店鋪,看見獨一無二的在地職人生活風景瀨底正之作; 蘇暐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1752 舊屋翻新裝修解剖書: 掌握老化、結構、管路、動線、設備5大關鍵,解決樑柱多、採光差、走道長、空間配置不當問題,升級老屋比買新屋更超值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1776 玫瑰栽培完全聖經 鈴木満男著; 謝薾鎂,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806 裝潢工法全能百科王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813 蔬食主義: 名店主廚的100道蔬食盛宴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820 臺灣精釀啤酒誌 Le Vie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837 經典和食器入門 浜裕子著; 謝薾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844 歡迎光臨,打烊餐廳: 與知名主廚共享世界頂尖餐廳的隱藏版料理克莉絲汀.卡蘿(Christine Carroll), 喬蒂.艾迪(Jody Eddy)作; 高霈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1851 在地。起厝 蓋自己的房子: 地形.氣候.生活.環境依循在地風土人文,實現自地自建的自宅夢想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899 甜點盤飾: 小點、冰品、水果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912 省錢修繕DIY全書 收納Play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929 居家收納超強大全: 完整收錄1000+絕技隨時解決各種收納問題的家庭常備書收納Play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936 就是愛住工業風的家 暢銷改版: 不經修飾都有型, 500個Industrial Style的生活空間設計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1967 就是愛住鄉村風的家: 歐風.英倫.美式.日雜,550個鄉村風格生活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1974 一起喝吧!啤酒好朋友: 開胃爆表的快速下酒菜x精釀啤酒乾杯小知識Ian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981 熟年自治世代。用設計服務未來的自己: 無畏老後的90項熟齡整理提案馬蒂亞斯.伍爾維奇(Matthias Hollwich)著; 盧俞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1998 請問植物醫生: 居家植物病蟲害圖鑑與防治 洪明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01 餐飲空間設計聖經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18 屋主都說讚的收納好設計250+: 過來人告訴你早該知道居家不再亂糟糟的收納關鍵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25 設計人的江湖智慧: 10年內為個人服務的設計工作將消失,還在做偽大師的美夢嗎?黃鵬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32 築地市場四百年 福地享子, 築地魚市場銀鱗會作; 周雨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63 好感空間色彩學: 懂得設計更要懂色彩怎麼玩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70 Scandinavian Tableware: 北歐經典器皿學 安智勳著; 高毓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2087 史上最強!建築現場施工全解 建築知識編; 石雪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100 狗狗貓咪的家庭預防醫學百科 蔡逸政, 蔡維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124 為什麼他們裝潢花得這麼省: 教你選對建材,準確施工, 100個精控預算不浪費的省錢心法漂亮家居編輯部 平裝 1

9789864082148 日本建築師最懂!舒適好宅設計無私大公開 彥根明著; 紀奕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155 把討厭蔬菜變好吃!營養知識+挑食破解+親子食育 讓孩子學著愛上吃蔬菜李婉萍, Minicook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209 看得見的符號: 154個設計藝術案例理解符號學基本知識大衛.克羅(David Crow)著; 羅亞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216 漂亮家居/百大室內設計師年鑑. 2017: 2017年度精選設計師風格案例張麗寶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4082223 日本老舖散步日和: 穿越百年的旅宿、美食與工藝物語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230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臥房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2247 屋主都說讚的居家好設計350+: 每次用都忍不住微笑的貼心細節,過來人告訴你早該知道的好用關鍵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254 新創空間的10x10堂創業實作課: Soho、Coworking到裂變式創業,找到有趣的空間,連結有趣的人,創造有趣的事,還能賺錢!張家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104 UNIQLO和ZARA的熱銷學 齊藤孝浩著; 林瓊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26 常勝者的策略: 從15家大企業的好策略、壞策略學經營松田久一作;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33 True Style: 懂文化的男人才時尚 布魯斯.波耶(Bruce Boyer)著; 周明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57 為何上班這麼累?其實是妳心累 許皓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64 下一個工作在這裡!: 智慧科技時代的5大決勝力湯瑪斯.戴文波特(Tom Davenport), 茱麗亞.柯比(Julia Kirby)著; 王鼎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71 搞定!: 工作效率大師教你,事情再多照樣做好的搞定5步驟大衛.艾倫(David Allen)著; 向名惠, 林淑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0595 會加減乘除就看得懂財務報表: 10堂中小企業財務特訓,教你輕鬆看數字、懂盈虧,掌握獲利邏輯唐恩.富托普勒(Dawn Fotopulos)著; 向名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19 今治毛巾的美學 佐藤可士和, 四國毛巾同業工會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26 輸,就是贏: 彰化基督教醫院120年的共好心法 賴寧寧, 張瀞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33 決勝平臺時代: 第一本平臺轉型實戰攻略 陳威如, 王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57 FinTech金融科技聖經: 全球86位Fintech先驅,第一手公開「金融科技做什麼?怎麼做?」蘇珊.契斯蒂(Susanne Chisti), 亞諾.巴伯斯(Janos Barberis)著; 唐祖蔭, 劉奕吟, 陳世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64 愈睡愈成功: 揮別疲憊的生活,從充足睡眠開啟自信人生雅莉安娜.哈芬登(Arianna Huffington)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71 挑戰顧客就能成交: 讓顧客不只說YES,還充滿感激的B2B銷售術馬修.迪克森(Matthew Dixon), 布蘭特.亞當森(Brent Adamson)著; 藺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587 教室在觀音與大屯之間 楊智明著 其他 1

9789869373487 APP之繼承: 以APP開發創業的故事 林廣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494 凡夫俗子集: 一位退休中學教師的生活與心靈體驗蘇志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700 佛教哲學之本體理論與教育啟示 陳松柏著 平裝 1

9789869410717 則天女皇陵寢之謎 錢元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724 那些你未必知道的印尼: Apa Kabar、Basa Basi、Macet,南方有江湖賴珩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731 王大華作品集. 18, 愛之頌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410748 教育新興領導、家長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楊慶麟作 平裝 1

9789869410755 熵翳學 沈博文作 精裝 1

9789869410762 面對: 初老阿伯的徒步環島 張訓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779 真理®三個起步思點(精華版) 愛德.因飛(AD Infinitum)著; 白一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786 王大華作品集. 19, 舊塵 王大華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9410793 天使斯人 兌水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647 高校風雲. 上, 閃耀似星辰 Abb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654 殺手的小星星變奏曲 朔小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087 許妳一個晴天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2094 倒數三百天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08 網遊之真命在鄰座 穗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12315 湖岸邊的黑天鵝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22 少年的你,如此美麗 玖月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39 噓,木頭人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46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 4, 上輩子沒積德,這輩子當勇者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53 網遊之真命在鄰座 穗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9838 克明鸞典 楊非武等編纂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116 南投縣投緣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6 陳秀義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292116 南投縣投緣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6 陳秀義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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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縣投緣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投縣社區規劃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投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POPO出版



9789868585225 昆蟲視界 簡詩軒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0796 行焉四十: 南投縣美術學會四十週年會員聯展專輯林進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1661 九九風華: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會員聯展畫集. 2016嚴玟鑠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228 臺灣、跨國與自我的主體: 日記電影研究 李明宇編著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9006 戰地祕境1978 趙守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9006 戰地祕境1978 趙守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100 我把媽媽變成噴火恐龍了 楊茜涵作; 黃詩凱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117 哈囉!這是我的名字 My Little Dreamer作; 妍.Ye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124 小羊不見了 My Little Dreamer作; 黃榆庭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300 「教」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黃富昌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英杰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亞技術學院教務處教資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首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投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九美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08062 ㄋㄚˇ~麼綠條約 陳慶裕等文.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707 鄉民的力量.愛鄉20X20: 屏東縣愛鄉協會20週年回顧書古佳峻等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907 喜鵲學飛: 客語童謠歌譜繪本 羅世榮作曲家; 愛群幼兒園第三十五屆、第三十七屆、第三十八屆畢業生繪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819 塗繪與疊影: 林桂華作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819 塗繪與疊影: 林桂華作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826 繪畫考古: 蔡年玨 柏雅婷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2251 緣起不滅 張曼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2336 巴黎小書店 妮娜.葛歐格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67 禁忌圖書館. II, 幻變迷宮 謙柯.韋斯樂(Django Wexler)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74 人魚之書 愛瑞卡.史維樂(Erika Swyler)著; 汪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81 手中的天秤 桂望實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398 迷宮 席格.艾克倫德(Sigge Eklund)作; 顏徽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04 吃美食也要長知識 王瑞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11 花開的好日子 彭樹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愛群幼兒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看到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武潭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愛鄉協會



9789573332428 神居書店: 幻本之夏 三萩千夜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35 邪惡事業 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著; 趙丕慧, 林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42 全面通緝 李查德(Lee Child)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59 那一年的夏日池畔 荷曼.柯赫(Herman Koch)作;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66 另一個兒子: 黑道出版公司. 2 亞歷山大.瑟德貝里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73 挺不錯餐館推理事件簿: 來一份翻轉蘋果塔 近藤史惠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80 紅皇后. II, 玻璃劍 維多利亞.愛芙雅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497 好想她去死 真梨幸子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03 少年陰陽師. 肆拾伍, 虛假之門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10 安娜與燕子人 加夫利爾.薩維特(Gavriel Savit)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27 11/22/63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34 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41 正三角形不存在: 靈能數學家鳴神佐久的算式 二宮敦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58 真的 劉梓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58 真的 劉梓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65 啊-請張嘴: 張草看牙記 張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72 雜寫 舒國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89 制服少女的留言: 深夜12點的電臺奇蹟. 2 村山仁志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596 我的心和其他的黑洞 潔絲敏.瓦嘉(Jasmine Warga)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02 挺不錯餐館推理事件簿: 為你送上熱葡萄酒 近藤史惠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19 禁忌圖書館. III, 魔鏡宮殿 謙柯.韋斯樂(Django Wexler)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26 永不回頭 李查德作; 李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33 重陽 姜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40 在我脖子裡的那顆子彈 瑪麗.露易絲.凱莉(Mary Louise Kelly)著; 陳芙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57 少年陰陽師. 肆拾陸, 朽木之陰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64 世界不完美,就唱歌吧: 朵朵快樂小語 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71 我們可以看見幸福 葛雷果.德拉谷(Gregoire Delacourt)著; 賈翊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88 該死的是妳 A.J.瑞奇(A. J. Rich)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695 可不可以,陪我到最後 近藤史惠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01 哈利波特: 被詛咒的孩子. 第一部&第二部 J.K.羅琳(J. K. Rowling), 約翰.帝夫尼(John Tiffany), 傑克.索恩(Jack Thoen)著; 傑克.索恩(Jack Thoen)劇本執筆; 林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25 關上門以後 B.A.芭莉絲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32 羽翼女孩的美麗與哀愁 萊絲莉.沃頓(Leslye Walton)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49 神居書店: 越冬之花 三萩千夜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56 人魚沉睡的家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63 我的天才夢 侯文詠作 全新版 平裝 1

9789573332770 危險心靈 侯文詠作 再版 平裝 1

9789573332787 花與愛麗絲殺人事件 岩井俊二原作; 乙一小說;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794 少年陰陽師. 肆拾柒, 替身之翅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00 倒著走的人 楊.馬泰爾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541 手診手療健康法 王穎, 李迪, 廖輝主編 初 其他 1

9789865734565 蘭花栽培小百科 殷華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572 手診快速入門 趙理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589 特效穴祛病不求人 孫呈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596 關節、肩頸、腰腿痛自癒法 柏立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602 蘭花鑑賞小百科 瞿梅枝, 劉景芳, 毛文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619 特效312經絡鍛鍊養生法 祝總驤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115 中式麵食點心: 名師指導、分步詳解 江獻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122 西班牙大廚的分子料理 丹尼爾.雷格尼亞(Daniel Negreira)著; 夏荷立, 張小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139 快炒.熱炒.辣炒火熱上桌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989 巴巴玩具工廠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2996 迓媽祖,學數學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05 奇奇蒂蒂大對決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12 大小星世界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212 大小星世界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7

品冠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408 新社員 劇本書 簡莉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1282 IFRS中級會計學 蕭鋼柱編著 平裝 1

9789865961299 高等會計學 徐崇豪, 彭俊揚, 蕭鋼柱編著 平裝 1

9789865961305 農地開發利用與登記實務 林育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217 烘培食品進階西點蛋糕麵包 陳德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217 烘培食品進階西點蛋糕麵包 陳德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231 多國料理 黃景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34231 多國料理 黃景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8972 如來之子: 踏上21公里外的生命地圖 釋覺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243 大樹下 陳菽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236 景象臺灣 黃光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250 回首一笑七十年 鄭佩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0554 故事哲學 唐.庫比特(Don Cupitt)著; 林碧堂, 王美書譯; 李弘道校譯 平裝 1

9789868380554 故事哲學 唐.庫比特(Don Cupitt)著; 林碧堂, 王美書譯; 李弘道校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香海文化

前叛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席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8730 那一刻誰影響了歷史 葛劍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403 觸點管理: 網路時代的德國人才管理模式 安妮.M.許勒爾(Anne M. Schuller)作; 于嵩楠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917 吳哥窟黑白講 江建勳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707 邊境童話: 小小攝影家的異想世界 楊哲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8209 心雅天地寬 徹聖金剛上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3037 那些年、那些事 那些我們一起走過的童年在名為,塭內的所在王辰勻等圖文撰寫; 丁志堅, 蔡佩蓉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726 書肇自然 連照雄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824 郵學演講集. 二0一六年度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苗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生命大樂共享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拾荒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流浪的攝影空間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16554 新領域: 新世紀應發展的三個新基礎學門 劉劍輝編著 平裝 1

9789578616554 新領域: 新世紀應發展的三個新基礎學門 劉劍輝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483 存錢是女人的基本功 李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2490 晉升高手,一定要懂的量價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43 5年後,靠股票多賺1份薪水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64850 5年後,存股票月入15萬 楊文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67 銷售SOP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64874 新手一看就懂的股市放空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81 華倫巴菲特的致富哲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898 新手一看就懂的股市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201 45歲前買房,實現我的居住正義 吳勝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218 35歲開始,多空雙賺月入3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225 畢業5年,靠ETF存300張股票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232 老闆不教,默默學會的創業寶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030 蘇懿志傳: 一位旅美老華人的輾轉紀實 天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480 連鎖加盟總部-特刊. 2016年 岳宗瑩, 陳品嘉採訪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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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茉莉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27 教學實務報告: 以創意思考與方法課程為例 林睿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907 中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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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8898 魑魅魍魎檔案. 第一部, 魂囚西門 陳思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3103 供應鏈,不是有料就好: 工業4.0時代的採購實戰力洪興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606 臺灣寫真帖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613 鯤瀛日記 施景琛原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47 南區八校中文系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十四屆王淨慧等著; 陳章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4707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17: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蔡進祥等著 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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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格羅希爾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韋婕英語



9789865774714 大數據戰略4.0 任立中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721 電子商務: 新商業革命 朱訓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738 行銷人攀越的七個頂峰: 決策導向分析法 Greg M.Allenby, Jeff D. Brazell原著; 任立中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745 休閒遊憩: 學習指南 歐聖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752 當我們同在一起: 建構從認同到合作之團隊 陸洛, 吳欣蓓, 樊學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769 當地球變小、變平、變熱: 企業全球化與外派生涯管理陸洛, 吳欣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776 當女性走進職場,男性回歸家庭: 追求工作生活平衡與多贏陸洛, 張婷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3066 鳳傳天書 空起花之卷 季璃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67603 九月鷹飛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7627 九月鷹飛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7610 九月鷹飛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8129 圓月彎刀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8143 圓月彎刀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8136 圓月彎刀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8235 大地飛鷹 古龍作 再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1468259 大地飛鷹 古龍作 再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1468242 大地飛鷹 古龍作 再版 其他 中冊 1

9789861468389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8396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8563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8570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8969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468976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469003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469010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469041 風鈴中的刀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致琦企業



9789861469058 風鈴中的刀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9133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469140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469157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469126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469232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469249 淘寶筆記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469256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9263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9270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9355 英雄無淚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9461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1469478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1469485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1469393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9409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469416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1469430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1469447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469454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1469713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469720 淘寶筆記. 第二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1469737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9744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9751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9768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9980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469997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03001 淘寶筆記. 第三輯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049 護花鈴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03353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803261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03278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03285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03292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03308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03315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03322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803339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803346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803759 絕不低頭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03902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803919 大畫情聖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0269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0276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0283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017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0184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0191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020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0214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0221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0238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0245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0252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0610 碧血洗銀槍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858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1469317 大畫情聖. II 上山打老虎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1631 七星龍王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2126 異寶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2690 血鸚鵡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2706 血鸚鵡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2850 吸血蛾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2867 吸血蛾 古龍著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3314 地獄公寓 黑色火種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734 古玩人生 鬼徒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3857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864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871 大唐秘梟 方白羽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3901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3918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3925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3932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4007 金劍雕翎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4014 金劍雕翎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021 金劍雕翎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4038 金劍雕翎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4052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4069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076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4083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4250 女人沒有時間後悔 吳靜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267 別讓心態害了你: 玩一場扭轉局勢的腦筋急轉彎章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281 淘寶黃金手 羅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4304 首席御醫全套 銀河九天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4335 向南懷瑾大師借人生智慧 丁振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359 原振俠傳奇之寶狐 倪匡著 平裝 1

9789863524366 吶喊(含阿Q正傳)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380 互聯網+投資與理財: 如何利用網路致富 江清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62424 多情劍客無情劍(精品集) 古龍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2448 多情劍客無情劍(精品集) 古龍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2431 多情劍客無情劍(精品集) 古龍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2813 三少爺的劍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2820 三少爺的劍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2868 絕代雙驕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2875 絕代雙驕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2882 絕代雙驕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2899 絕代雙驕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2905 絕代雙驕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463186 流星.蝴蝶.劍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3193 流星.蝴蝶.劍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3414 白玉老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3438 白玉老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3421 白玉老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3506 武林外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3513 武林外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3520 武林外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3537 武林外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3544 武林外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1463667 名劍風流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3674 名劍風流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3681 名劍風流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3698 名劍風流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4121 陸小鳳傳奇. 一, 金鵬王朝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138 陸小鳳傳奇. 二, 繡花大盜決戰前後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145 陸小鳳傳奇. 三, 銀鈎賭坊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152 陸小鳳傳奇. 四, 幽靈山莊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169 陸小鳳傳奇. 五, 鳳舞九天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176 陸小鳳傳奇. 六, 劍神一笑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305 楚留香新傳. 一, 借屍還魂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312 楚留香新傳. 二, 蝙蝠傳奇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4329 楚留香新傳. 四, 桃花傳奇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336 楚留香新傳. 五, 新月傳奇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343 楚留香新傳. 六, 午夜蘭花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64435 楚留香新傳. 三, 蝙蝠傳奇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4480 七種武器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464497 七種武器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464503 七種武器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1464510 七種武器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464657 邊城浪子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4664 邊城浪子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4701 邊城浪子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4954 天涯.明月.刀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4961 天涯.明月.刀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5340 蕭十一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5357 蕭十一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5364 火併蕭十一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5371 火併蕭十一郎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5807 劍毒梅香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5821 劍毒梅香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5814 劍毒梅香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6354 歡樂英雄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6378 歡樂英雄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6361 歡樂英雄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1467320 大人物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467337 大人物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467344 彩環曲 古龍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17 超級生命密碼(簡體字版) 太陽盛德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11717 超級生命密碼(簡體字版) 太陽盛德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328 品味故宮.陶瓷之美(日文版) 林美珠總編輯; 高橋佑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335 Imperial taste: the beauty of ceramics Chang Ching-hsin作 1st.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840 慢慢走,快快道: 宗喀巴大師釋論講記 宗喀巴大師主誦; 第1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釋論; 堪布噶瑪拉布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203 蛻變吧,黃裳鳳蝶! 賴冠傑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165

天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405 占星揚升指南 李安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7556 你非懂不可的100位電影大咖 邱華棟, 楊少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67686 野蠻王子 C.W. 尼可(C.W. Nicol)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945 藝術.文化.跨界觀點: 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啟示錄彭宇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990 謠言粉碎機: 謠聲一變,別被流言嚇傻了! 果殼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707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位西洋畫家及其創作 許汝紘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12714 你不可不知道的歐洲藝術與建築風格 許汝紘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12721 史上最強驅魔寶典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738 提琴之愛 莊仲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745 謠言粉碎機: 危言聳聽,身體請注意! 果殼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752 你不可不知道的畫家筆下的女人 許汝紘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12769 謠言粉碎機: 禍從口入,餐桌上的明白人! 果殼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776 名偵探與柯南 蔡秉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783 圖解藝術史 白瑩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12790 筋典: 中國醫學的「用筋論治」VS.諾貝爾獎的「死亡之吻」黃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806 正義之法 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翻譯小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813 園冶: 破解中國園林設計密碼 (明)計成撰; 胡天壽譯注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54837 山海經 陳絲雨繪; 孫見坤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851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經典名曲 許汝紘編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9354868 譽毀之間: 邁向權力巔峰的希拉蕊 敖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54875 少年魔號: 馬勒的詩意泉源 羅基敏, 梅樂亙(Jürgen Maehder)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910 布農語巒群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金彩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927 阿美語馬蘭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張秀鳳, 高梅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香遠

送存冊數共計：1

星齊一工作室



9789869428958 撒奇萊雅語馬立雲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965 阿美族七腳川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林金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972 排灣語土坂2000詞彙 鄭仲樺, 謝清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989 布農語丹群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江珮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490 細讀路加福音 盧俊義著 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762506 細讀路加福音 盧俊義著 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762513 牧會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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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7201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平裝 2

978986562722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2016Sheng-Chang Wang編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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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7249 2016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echnologyFu-Kun Chen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475 詩情畫意,藏珍100+ 潘東波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7887 史明回憶錄: 追求理想不回頭 史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7931 走向帝制: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余杰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臺科大資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



9789578018006 殖民地之旅 佐藤春夫著; 邱若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06 殖民地之旅 佐藤春夫著; 邱若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51 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 文化資產與城市記憶守護筆記洪致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75 東突厥斯坦: 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 霍爾.唐日塔格(Hur Tangritag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82 論語反論 黃文雄原著; 蕭志強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099 陳唐山回憶錄: 黑名單與外交部長 陳唐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955 吉他音樂史 林勝儀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551 尋找最棒的自己 謝欣芷, 謝淑靖文; 陳芳怡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110 我和我的喜鵲鄰居 陳怡霖文; 鍾易真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141 寵物功夫學校 林哲璋文;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158 糞金龜的成長日記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127 雪鹿 張哲銘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370 公主怎麼挖鼻屎? 李卓穎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387 小桃妹 江明恭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455 永恆的童話: 宮澤賢治短篇集 宮澤賢治故事; 周龍梅, 彭懿翻譯; 俞理插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462 遇見宮澤賢治: 孤高而浪漫的兒童文學巨匠 彭懿著; 俞理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01715 New here we go: mini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722 New here we go: pinky 1st ed.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美樂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潮音樂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美樂



9789867801739 New here we go: happy kids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753 ABCs & Sounds Joy Silver[作] 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7801760 ABCs & Sounds Joy Silver[作] 1st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7801746 ABCs & Sounds Joy Silver[作] 1st ed. 其他 第6冊 1

9789867801777 Candy rain J. Silver[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784 Gary the giant Andrew Koch[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791 Sally and Toddy Jen Littlefield作; Laura Giorgi繪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807 Super dog J. Silver[作]; Marc Mones繪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821 The insect team Anna Portland[作]; Chiara Nocentini繪 1st ed. 其他 1

9789867801838 A birthday wish Evelyn Sichrovsky[作]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0438 揭開財富的秘密 顯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852 獨行大岩壁 艾力克斯.哈諾(Alex Honnold),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著; 林婉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869 當蟑螂不再是敵人: 從科學、歷史與文化,解讀演化常勝軍的生存策略理查.舒懷德(Richard Schweid)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902 愛玩才會贏 吳叔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002 Writing for business practices Hsiao-fang Cheng[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簡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藍彩藝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懇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姿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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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435 瑜伽師地論 聲聞地講錄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4442 瑜伽師地論 聲聞地講錄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4473 跟著南師打禪七: 一九七二年打七報告 劉雨虹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4480 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803 石藝風華 南瀛再現 郭懷升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8035 高等品質管理系統與工程電腦應用 黃敦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867 孤狗少年 陳榕笙著; 王淑慧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3312 陛下請淡定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卷二 1

9789863613329 面對死亡，我看見的幸福與遺憾: 安寧療護 2800人中,所學到的生命智慧小澤竹俊著;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381 你的煩惱和痛苦,都是假的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398 打造超級IP: 網路時代分眾社群經營、內容行銷、流量變現的全新商業模式吳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04 Phantom Agent幽靈代理人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郃譯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南瀛賞石協會



9789863613411 午安,請問要點一隻偵探嗎?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435 社群分享經濟的力量: 把分享打造成型態的購買,推特、臉書、Linkedin、Instagram、Youtube的人本分享術布萊恩.克雷摩(Bryan Kramer)著; 林宜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42 鬼魂聯歡會 茱迪絲.克萊兒.米契(Judith Claire Mitchell)著; 栖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59 時越之鑰 麗莎.沃克(Rysa Walker)著; 傅雅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66 智能時代 吳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73 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480 試煉者. 3, 叛亂者 喬艾.夏布諾(Joelle Charbonneau)著; 陳圓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497 富爸爸,有錢有理: 掌握現金流象限,才能通往財富自由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作; 龍秀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13503 安妮 湯瑪斯.米漢(Thomas Meehan)著; 陳思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510 刺客教條: 秘密聖戰 奧利佛.波登(Oliver Bowden)著; 李建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527 貧困世代: 低收入、長工時、無殼蝸牛、無法結婚生子......大人無法理解年輕人的窮忙並非不努力,而是社會制度所逼!藤田孝典作; 賴芯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534 遺落南境: 滅絕 傑夫.凡德米爾(Jeff Vandermeer)作;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541 月影町的差使 上絕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558 天啊! 90%的疼痛消失了!跟著中醫師做手指瑜伽: 消除焦慮,告別3C症候群,肩頸不再硬邦邦,體驗 5分鐘驚人自癒力!李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565 星艦求生日誌 約翰.史卡奇(John Scalzi)著; 翁雅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572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596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619 珊瑚島 西奧多.泰勒(Theodore Taylor)作; 曾倚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26 不被雜物綁架的人生: 7個讓你更自由的極簡生活提案約書亞.貝克(Joshua Becker)著;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33 不幸福就對不起自己了: 北歐人 40堂生活藝術課讓你重新定義人生羅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40 怪奇孤兒院. 3, 靈魂圖書館 蘭森.瑞格斯(Ransom Riggs)著; 曾倚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57 富爸爸富小孩: 給你的孩子理財頭腦 羅勃特.T.清崎作; 王麗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64 帕奇大陸之希兒與聖劍 臺灣創意積木發展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88 渡鴉之城: 竊夢者 梅姬.史蒂芙薇特(Maggie Stiefvater)著; Sabrina Liao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701 渡鴉之城: 迷境森林 梅姬.史蒂芙薇特(Maggie Stiefvater)著; Sabrina Liao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725 月影町的差使 上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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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41606 給後來者言: 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著; 薛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12 大航海時刻 郝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767 公門菜鳥飛: 一個年輕公務員的革新理想 魚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811 北國白極限: Popil的魔幻芬蘭100天 糖果貓貓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網路與書



9789866841828 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牆: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自傳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作; 蘇文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504 360°清晨甘露 張茂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2528 365向光飛翔 張茂松作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67 桑榆晚晴: 鄔迅詩詞文集 鄔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24 刀劈皇民化 王昭增作 平裝 1

9789579745031 李登輝的悲哀 王昭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92 行政法總論 陳敏著 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293 行銷學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77 善生經.難報經.藥師經.大人經.四經合編 邱魏昭彰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建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魏昭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昭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飛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鄔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419 回首來時路 點滴話平安: 兼論排灣語法: 高寶勤與高明喜憶從前高玉枝, 林志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6588 隸書千字文. 3, (清)趙之謙 陳忠建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6595 楷書千字文. 10, 北魏張猛龍碑 陳忠建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6601 楷書千字文. 11, (唐)褚遂良 陳忠建書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320 隸書千字文. 1, (清)鄧石如 陳忠建書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8337 楷書千字文. 1, (元)趙孟頫三門記體 陳忠建書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8344 楷書千字文. 2, (民國)沈尹默 陳忠建書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80 吳華鋒硯雕作品集 吳鴻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98 逍遙藝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廿一屆 葉登聰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4340798 逍遙藝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廿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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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0828 楊世芝作品集. 2016 楊世芝作 精裝 1

9789574340828 楊世芝作品集. 2016 楊世芝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世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撒光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吳鴻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連永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玉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永琪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313 異域照片集. I 撒光漢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320 異域照片集. II 撒光漢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83 緩慢的快: 柯適中作品集. 2016 柯適中作 平裝 1

9789574340668 潛越的靈魂 延伸.擺盪: 柯適中作品集. 2016 柯適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511 企業家深情詩集 張燦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511 企業家深情詩集 張燦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112 期跡奇績 王慶津著 一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9434 亘古男兒尊放翁 周幹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29434 亘古男兒尊放翁 周幹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993 元朝建國元勳耶律楚材中書令: 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真正拯救中華民族的先賢周幹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993 元朝建國元勳耶律楚材中書令: 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真正拯救中華民族的先賢周幹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993 元朝建國元勳耶律楚材中書令: 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真正拯救中華民族的先賢周幹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52 奶奶的奇幻世界 孟華編寫; 蔡迪鈞Dedee365繪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孟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慶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幹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柯適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燦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9488 陶瓷采雕 孔依平作 平裝 1

9789574199495 對子 孔依平作 平裝 1

9789574199501 山川染菁 孔依平作 平裝 1

9789574199518 團扇餘韻 孔依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05 剎那之間: 蕭璽畫集: 花語系列. 一 蕭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86 琥珀奇蟲錄 黃憶人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143 游藝情懷: 莊貴珍師生展. 2016 莊貴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2078 228事件死傷人數真相探討 張清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2921 真相228: 228事件70週年敢言 張清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58 張六一生兩本冊 張博智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貴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蕭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憶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孔依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32 藝旅風情: 廖進發書畫作品集. 2016 廖進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1254 兩岸醫療旅遊糾紛解決之法律研究: 從臺灣角度來探討(簡體字版)陳自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07 活出輕安喜樂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1

9789574340859 原初之心: 松蔚禪修日誌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281 Microsoft Dynamics NAV基礎應用 張緯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129 按.提.斡.WAR: 張禮權畫展 張禮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94 杵音響起: 黃義永日月潭水彩畫集 黃義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894 杵音響起: 黃義永日月潭水彩畫集 黃義永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義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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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緯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禮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自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永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55 中國軍隊近代化: 湘軍淮軍與新軍 國軍共軍中國軍戚嘉林作 平裝 1

9789574340323 孫中山與祖國統一 戚嘉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45 歡樂旅遊筆記. 上 陳文榮著 其他 1

9789574335152 歡樂旅遊筆記. 下 陳文榮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70 國中數學的第二春: 有fu學習 葉亞寧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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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2075 漢語大師(日文版3) 戚其璇, 呂石玫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996 公司法 姚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726 民法債編總論講義. 上: 體系、實例、圖說 姚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297 民事訴訟法講義 姚志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19 科學探究與實作 賴新枝, 葉世榮編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葉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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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文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葉亞寧

戚嘉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869 菩薩的禪修: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註. 第二輯 釋大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92 擬像與文化圖像建構歷程研究: 以自然、人、詩意的新形態海報創作為例林維俞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87 陳履安詩集: 華岡詩篇 陳履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91 實用英語句型分析 萍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86 李進發油畫創作集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787 蔡孟昕低音號獨奏會: 極致低音. II, 音樂會詮釋報告蔡孟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368 十二因緣法之運用: 實修法要 張鈺朋, 徐葎倫合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蔡孟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鈺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萍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進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維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履安

釋大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07 心經心情: 吳啟禎書法彩瓷藝術展 [吳啟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86 基礎程式設計 張慶寶, 張竣皓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542 導遊領隊實務. 二, 觀光行政與法規 余文章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574338559 觀光資源概要 余文章編著 平裝 1

9789574338566 導遊領隊實務. 一 余文章編著 平裝 1

9789574339464 臺灣民俗信仰與觀光 余文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62 公共關係實務 吳文雄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46 越界藝展.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03 隨緣隨圓 陳青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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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青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文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吳文雄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啟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竣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94 好想好想告訴你: 國北語創童話創作集. 2016 王以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2594 好想好想告訴你: 國北語創童話創作集. 2016 王以童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088 1947臺灣二二八革命 王秋森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43 產品實務開發設計之研究 黃裕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0750 人因工程導入設計之應用研究 黃裕哲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48 土地印記 蕭芙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63 兩岸一本正經. 2: 歷史會給答案 劉益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39 Drawing from life: lessons in figure drawing Chin-Cheng H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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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人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劉益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金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蕭芙蓉

陳玉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婉真



9789574341269 煙的奇幻歷險: image報導.極短篇 張人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22 情書→大全 あきら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15 現場警察官權限法論 李憲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32 心賞雙溪: 邂逅的鷺。塗: 吳文鏡攝影集 吳文鏡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757 隸書心經 吳文勝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17 本土臺灣人確認剩餘國籍理由書: 確認本土臺灣人具有日本國國籍及剩餘國籍權益之理由書曾勁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25 鳳武魂之十四: 狂野蠻威 川長毒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川長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思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勁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憲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春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維貞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36 執拗 恆思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443 艷火 恆思榆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50 來了一隻藍鵲 朱紹盈文; 蘇郁婷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22 程延平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7981 太極道 黃山行 徐運金作 精裝 1

9789574341610 律動之美 徐運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1610 律動之美 徐運金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1610 律動之美 徐運金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61 兩岸經貿發展與趨勢: 臺灣的觀點 郭國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9213 視傳設計產學案實務學習之創新研發 劉棠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棠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素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美麗(苗栗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郭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朱紹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程延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9374 廚娘素瓊. 紅本 黃素瓊作; 夏凱妮法文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36227 廚娘素瓊. 紫本 黃素瓊作; 夏凱妮法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23 清朝文人名人與書畫家的墨跡 邱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285 The Making of Star and Solar System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41924 The Making of Black Hole And Galaxy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42426 Spacetime curvature paradox essay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42433 Why quantum jump essay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42747 Dark Matter And Dark Energy Paradox Essay Cres Huang作 其他 1

9789574342969 Big Bang Inflation Paradox Essay Cres Huang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21 ROOM913 陳威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62 航空保險理論與實務 楊雅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72 拉拉愛夢: 電影劇本 陳紀秀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紀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陳威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雅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邱國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14 李奇茂水墨專輯 李奇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125 找對的人相愛 石惠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93 最美麗的錯愛 黃伯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41 石首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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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2761 菅芒花之歌 陳培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709 捨得,捨不得 林羿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911 臺韓外交關係史(1949-2012) 朱立熙, 文興鎬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立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淑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羿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伯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遐榮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奕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27 建築設計理論與實例解析. 四, 大圖範例 張國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1672 建築設計理論與實例解析. 三, 大圖範例 張國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983 人生惆悵知多少: 月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91 本色 宋亞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0507 雙子 宋亞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11 灰色度量衡: 安間由美散文集 安間由美文.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09 博士與碩士論文撰寫技巧: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集並論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對全球股市之影響分析兼論區塊資料單根檢定方法(CBL Panel-商品價格的定態學說)楊超翔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25 剩餘時間消費論 俞小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3218 後現代墨家模擬系統 俞小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4321 心宇將滅 俞小明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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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金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培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亞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39 養蝦與疾病控制策略 陳秀男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945 四階: 更新新婦(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87 偷懶畫背景! 黃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219 春天蝴蝶夢: 廖素真創作個展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16 四點金 王慶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008 兩岸父子情緣: 追憶老爹龍人俠先生: 一位地下黨員的悲劇人生謝永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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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永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達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重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王慶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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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韻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秀男



9789574335299 白蓮八十遍冬山: 妙慧.達真師徒蘭陽弘法行履記闕正宗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466 斗數十二宮紫藤心解(專業版) 李樵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66 失對白 劉定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005 火災學 盧守謙, 陳永隆作 第1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57 風華再現 戴武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040 阿政的愛情種子 陳政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16 林連春畫集: 優遊山川陶自然 林連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坤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政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連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守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天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煌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定騫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60 啟示錄講解 潘坤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45 愛上Unity 邱士豪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569 2016黃埔軍服. 1924-1954, 陸軍篇 楊桂霖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99 先進電能技術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 2009 聖約翰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主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1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篆體墨跡心經 釋常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38313 六祖法寶壇經無相頌 篆體墨跡無相頌 釋常琛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38573 佛說八大人覺經 篆體墨跡八大人覺經 釋常琛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81 邂逅山水話人生: 常連芳西畫創作個展 常連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52 特殊行業稅務與會計實務(一) 張正仁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正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常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盧鼎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桂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曲莉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士豪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90 江明毅作品集 江明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283 蛻變的人生: 廖美惠作品集 廖美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368 文質彬彬: 蔡頌德創作紀錄彙集 蔡頌德著 平裝 1

9789574338382 傳統民俗節慶的視覺詮釋: 視覺設計創作報告 蔡頌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36 心向 漫境: 陳美惠油畫集 陳美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79 詩篇抄寫本.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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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8689 當西方在東方 形走線向: 劉達治畫集 劉達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達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麗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美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曉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美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頌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崇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63 采藝飛揚: 洪麗美水墨畫集 洪麗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26 督導人員管理能力發展: 工作關係手冊 簡福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86 陳怡(誼芝)師生繪話集 陳怡(誼芝)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55 太上玄門早壇、晚壇功課經 涂光鎬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82 高原記 林諭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42 翰墨鑄情: 楊清翰水墨創作集 [楊清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02 繽紛歲月*色彩人生: 吳妍妍油畫集 吳妍妍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何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涂光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諭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福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怡(誼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40 大興皇朝 于晴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39471 大興皇朝 于晴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39488 大興皇朝 于晴作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495 極彩‧華麗‧膠彩畫: 黃鴻基個展 黃鴻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17 超越時潮而美麗如仙的圓滿人生 梁滿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49 陳民綱書正氣歌 陳民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32 原生‧自造者: 張國信 張國信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9532 原生‧自造者: 張國信 張國信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79 Priscilla and the Sandman Anders Roseber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浩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Anders Roseber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滿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小玉

于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許自來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86 不一樣的告白: 臺南公園攝影書 劉浩濬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39 異國生涯三十年: 臺灣憨牛在澳洲 陳家榮, 駱淑珍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60 道德經講義 陳昆陽註解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853 後天陽(陰)宅必應 陳芸伯編訂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163 聽見低音: 中國現代低音提琴原創作品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55 離苦得樂的真秘方 [黃亞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217 阿布之書: 回歸生命之旅 亦爾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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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鈺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亞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昆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芸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家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84 王慧穆油畫作品集 [王慧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38 愛與礙: 周玲玲親子祝福學 周玲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651 火之舞: 沾黏連隨、水火相濟 傳藝十週年 趙淑惠策劃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05 悠然: 梁馨文水彩畫集 梁馨文創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12 怡然自得: 李進安捐贈屏東科技大學水彩專輯 李進安創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36 愛與理想: 我們一起為孩子搭橋 楊美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29 舞文弄墨: 許瑞月六十書畫集 [許瑞月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楊美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瑞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馨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進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玲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三火

王慧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35 羅山蘊藝兩書豪: 林進忠 李郁周 李郁周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73 尋味築港: 發現民運社區 林美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10 寰宇瑜伽練習手冊: T型曼陀羅 黃又蘭, 安德烈拉帕(Andrey Lappa)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938 他從天空來: 第一次接觸 毓翎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89 遊觀.擬形: 林澄作品集 林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65 科學的思考(簡體字版) 張宏印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40972 On the laws of science by Zhang Houying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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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美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又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毓翎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郁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美靜



9789574341030 心靈活泉. 1 潘添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1191 智慧點滴. 1 潘添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61 漆墨傳情: 崔克英風華再現漆墨專輯 崔克英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85 時空萬花筒 蓮花生大師原著; 依喜措嘉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78 兒童的繪畫世界 秦仲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146 紅色貓咪在哪裡? by Alice and Lily Che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184 CADesigner數位.模擬.探索: 空間數位設計教學記實郭其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238 CAMaker造物.奇想.實踐: 空間創客製作教學記實郭其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21 基因使然!同性戀與科學證據 懷尼爾(Neil Whitehead), 懷布萊爾(Briar Whitehead)作; 蔣錫, 申知銘編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姚金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ice and Lily Che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其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光淨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淑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崔克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83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釋義 吳天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90 臺華語. 二, 正本溯源發派之宏觀 蔡秋來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337 水意而為: 林佳鴻的水世界 林佳鴻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351 新潮近體詩: 從歌到詩 王萬安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42 蔡秀英旅遊寫生集 蔡秀英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98 理性與感性之間: 加爾文神學中上帝形像的概念石素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80 水境.韶光: 劉粹垣油畫集 劉粹垣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石素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粹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萬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秀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美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佳鴻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天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65 音控行不行. I 陳勇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96 屋瓦老爸 陳婉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02 游刃三毫米 施鎮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19 極致中華聯盟 是暢又澍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40 照護關愛溝通用語(中英對照) 李瑞元, 李瑞梅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88 曼紐因: 八十口述自傳評註 曼紐因(Yehudi Menuhin)原著; 許大江編著; 許恕藍, 許大江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參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瑞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一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鎮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是暢又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勇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婉甄



9789574341801 老子智慧之解密 陳參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801 老子智慧之解密 陳參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18 幸福的鑰匙 林震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49 一些流浪的魚 鄭琬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63 沈欣梅畫冊集 沈欣梅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70 我們的故事: 從起初的創造到新天新地 許信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887 教會的鑑戒: 民數記導讀 許信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17 2016版IATF 16949實作: 國際汽車推動小組16949強制性驗證行業標準黃建岡, 許進發, 黃勝仁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37 徘徊在兩個祖國 謝東漢, 吳餘德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東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信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建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琬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慧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震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44 手繪其實可以很簡單 簡家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68 繪我足跡: 涂秀香西畫. 2017 [涂秀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82 蔡謀樑畫集 蔡謀樑作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28 韓國語 語彙 學習策略 文法教育 王清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59 硬頸精神 江彥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97 郭菉猗的繪畫世界 郭菉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34 我愛妳,輕聲說 刃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菉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刃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王清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彥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涂秀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張柏梅

送存冊數共計：2

簡家泓



9789574342341 我愛妳,輕聲說 刃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58 性別工作平等法逐條釋義 鄭津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96 愛上早安美芝城. 系列一 林苑暉, 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464 穎川 芳亭社 臺灣臺北三峽 陳朝珠公 派下: 陳氏族譜陳依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2471 穎川 芳亭社 臺灣臺北三峽 陳朝珠公 派下: 陳氏族譜陳依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01 小三物語: 寶貝學園的快樂交響曲 林佩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495 音樂美學: 歷史與議題 王美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696 奇緣此生 張特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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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特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依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佩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津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苑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25 偏見覆著: 創作展演報告 林亮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49 道德經淺譯 林暐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56 吃人頭路234: 上班族的職場完勝Know-how 希樂族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617 聖經啟示錄參考書 陳波合編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679 在墨西哥45天 張宇彤文字.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16 AKAK9傳說中的撲克牌愛情占卜 尼克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15 數位原住民世代下的參與式教學 賴虹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虹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喆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雷智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樂族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波合

林亮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韓樹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53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車部隊. 1945-1955年 張之維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91 「實證護理」於養成教育中之教學歷程 陳芷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072 林金城詩書雅集 林金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40 施國華八十行草書卷 施國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46 臺灣呂姓族譜 呂平山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309 嘉靖年間における海寇: 王直と徐海とを中心にして李獻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7971 從傳統創新: 客家產業轉型與升級之鑰 俞龍通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山文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國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平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芷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金城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之維



9789574967995 澳門教育: 人物、學校、課程與語文教學 老志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220 全彩圖解神奇的撥筋美容&養生法 蕭采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44 破解老化,荷爾蒙+幹細胞的奇蹟 楊榮強,陳聖明,周遵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51 全彩圖解高尿酸血症&痛風保健事典 細谷龍男監修; 王薇婷譯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68 全彩圖解掌握健康的養生智慧 李城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75 胃癌術後營養照護全書 林明燦, 吳經閔, 賴聖如合著 增訂版 平裝 1

9789869369282 減脂肪降血糖低GI飲食全書. 2(詳解實踐版) 柳秀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299 全彩圖解甲狀腺疾病保健事典 伊藤公一監修;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3948 聖誕的魔法城. 4, 奇峰王者 賴爾, 麥克.飛利普斯(Mike Phillip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3955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賴爾, 麥克.菲利普斯著; 向右向左漫畫工作室編繪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503962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賴爾, 麥克.菲利普斯著; 向右向左漫畫工作室編繪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503979 聖誕的魔法城: 魔境謎蹤 賴爾, 麥克.菲利普斯著; 向右向左漫畫工作室編繪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636 毫芒微渺: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黃金富總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219 草屯双叉港玉皇宮啟建五十周年誌 曾國鎮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紙文物維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屯雙叉港玉皇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核心文化



9789866075322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12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322 國民小學閩南語. 第12冊(臺羅版) 黃勁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5339 臺語俗諺故事 真平臺語編輯群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75346 臺語俗諺故事 真平臺語編輯群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75353 聖血記劍王傳之白骨美人亂武林 王藝明劇本; 吳天來編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666 海洋帝國: 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673 愛情不保證 馬修.魁克(Matthew Quick)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680 圖書館的螽斯 竹內真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697 義大利麵幾何學 雅各.甘迺迪(Jacob Kenedy)文; 凱絲.希爾德布蘭登(Caz Hildebrand)圖; 廖婉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10403 全面失控: 一名戰地記者在中東的二十年採訪實錄李察.安格爾(Richard Engel)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10 1453: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27 再訪老屋顏: 前進離島、探訪職人,深度挖掘老臺灣的生活印記與風華保存辛永勝, 楊朝景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41 異能時代 馬可斯.塞基(Marcus Sakey)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58 地底城魔法暗湧 班恩.艾倫諾維奇(Ben Aaronovitch)著; 韓宜辰, 林詔伶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264 阿基師做菜第一步搞懂食材的個性 鄭衍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037 舞影零亂 蕭博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650 希望的故事 懷愛倫著; 時兆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681 執事手冊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全球總會傳道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庫立馬媒體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索卡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馬可孛羅文化



9789866314698 腸保安糠: 給您好腸識 糠榮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995 一分鐘教你人肉搜索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109 死來死去 巫哲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1812 海穹英雌傳. 卷二, 極地試煉 伍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1829 海穹英雌傳. 外傳, 海潮紀事 伍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1850 海穹英雌傳. 卷四, 怒海爭霸 伍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312 歸途. 第一部, 納席華 子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6986 法老的寵妃二部曲: 荷魯斯之眼 悠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6993 法老的寵妃終結篇. 上, 重返尼羅河 悠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006 法老的寵妃終結篇. 下, 最後的賭注 悠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013 綺戶重閣 時起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7082 絕對零度二部曲. 6, 兵解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099 錯嫁良緣 淺綠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7105 你有權保持沉默 桃桃一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209 巴漢語課誦本 強帝瑪法師編纂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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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3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留守番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828 吉他入門一本就上手: 從零開始 不拘時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5863 司馬相捨棄傳統技術分析: 靠一條線、一套SOP穩健獲利50%司馬相作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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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10726 刑事訴訟法 蘇銘翔, 李美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726 刑事訴訟法 蘇銘翔, 李美寬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733 生活法律刑不刑 蘇銘翔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10733 生活法律刑不刑 蘇銘翔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10740 遺產繼承DIY 陳坤涵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10740 遺產繼承DIY 陳坤涵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10757 美麗正能量: 整出你的好命臉 廖俊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559 跟著人氣主廚做!: 80道銷魂法國甜點 艾赫弗.帕勒米埃希(Herve Palmieri)著; 林宛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10764 50個不思議戀愛心理測驗 安格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608 The 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Kaocheng W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388 321站戰讚: 二十一天的爭戰得勝操練 孫揚光, 吳淑玲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品居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0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恩泉更新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808 金門縣私有歷史建築「陳景成洋樓」修復工作報告書陳榮文計畫主持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609 「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105年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156 唐立淇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7 唐立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55 瓦歷斯.拉拜當代藝術作品集 瓦歷斯.拉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14362 設計獎道理 陳彥廷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592 慢活阿塱壹古道 張添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592 慢活阿塱壹古道 張添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17 智謀三國: 諸葛亮 章映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31 一代梟雄: 曹操 章映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86 天地王者: 成吉思汗 蘇赫巴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093 英文商業契約書應用與範例 吳湘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06 中古時代的羅馬帝國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13 新航路的征服與強權擴張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20 古今兵聖: 孫子 楊善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37 文人名將: 左宗棠 王廣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44 英文求職履歷書與面試技巧 吳湘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51 歐洲大國的崛起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草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訊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屏溪流域管委會



9789869382168 歐亞君王的權威稱雄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75 變法維新: 光緒皇帝 馮元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569 歷史名琴與名家. 提琴篇. 下冊: 妖魔提琴與死神之弓的傳奇陳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491 載運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之構造與設備國際章程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04 載運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之構造與設備章程及化學液體船構造與設備規則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11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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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1505 一本公心蔣經國圖錄 哈用.勒巴克主編 精裝 1

9789869071529 寒梅傲雪: 蔣中正領導中國抗日圖誌 哈用.勒巴克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841 張碎雞 生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168 四十二章經. 第二卷 佛陀作; 新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29175 四十二章經 佛陀作; 新地譯 平裝 第3卷 1

9789868529182 四十二章經 佛陀作; 新地譯 平裝 第4卷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神秘玫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峽兩岸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草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006 東螺溪畔石埤腳: 臨濮堂臺灣彰化石埤腳四柱內施氏族譜施金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798 禪關策進講要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84 臺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曾貴海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屆劉沛慈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0394 圖解.我該怎樣對你/妳說-情情愛愛: 「生涯規劃-愛情、婚姻、家庭幸福路」黃以色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854 馬偕生態之美. 草花篇 陳育賢, 林妍緹, 陳咨彣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8861 馬偕生態之美. 樹木篇 陳育賢, 林妍緹, 陳咨彣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1662 本土文學作家吳錦發之研究 王慧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1679 教師工作與壓力 王慧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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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偕醫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天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天地國度企業號

耕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祖師禪林



9789571366739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366753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1366746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571367675 熊的小花園 派小西, 菲力雄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7798 生.極限: 跨越南北兩端的極地長征 舒夢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28 養出好血氣,做享瘦美人: 行氣、補血、調經、養顏全方位中醫調養與食療杜淑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42 全新6週正念練習法: 全球最熱潮流,人人都在追求的內在整理,讓你進入最佳狀態,活出逾悅人生!路比.韋克斯作;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7880 古典時代瘋狂史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作; 林志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8016 傳奇再續: 行動藝術家林世寶的集夢人生 林世寶,劉馨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54 跟著十二位傳奇投資大師學習賺錢鐵則 小泉秀希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61 工作愈換愈好,得有這些本事: 求職專家洪雪珍教你想在升遷階梯上狂奔一定要會的事洪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78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 找回好情緒的日常練習奧利佛.詹姆斯(Oliver James)著; 王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085 亂世宏圖. 卷三, 點絳唇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08 餐桌上的家鄉: 台灣新移民女性沸騰的生命故事南洋臺灣姊妹會著; 胡頎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15 蛋黃哥,這是誰的蛋? 胡琇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22 謝沅瑾雞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最精準的開運工具書,謝老師親自批算流年流月、計算農民曆,一書在案,平安好運發大財!. 2017年謝沅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39 工程之書 馬歇爾.布雷恩(Marshall Brain)作; 畢馨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46 生物之書 麥可.傑拉德(Michael C. Gerald), 葛羅莉亞.傑拉德(Gloria E. Gerald)作; 陸維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53 走進哈佛大學心理諮商室 岳曉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60 大人的友情: 在大人之間,友情以什麼樣的面貌存在著?河合隼雄著; 王琦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77 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 找回以「人」為本的都市規畫,創造人與人的互動連結查爾斯.蒙哥馬利(Charles Montgomery)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184 當男人不MAN了!消失在科技時代的男子氣概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妮基塔.庫隆布(Nikita D. Coulombe)作; 丁凡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8191 白目的力量: 別做機掰人生活指南 梅根.都赫堤(Megan Doherty)著; 朱崇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8207 找到不再孤單的自己: 尋找認同、建立歸屬感的快樂生活提案艾蜜莉.懷特(Emily White)作;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14 在火山下 松家仁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21 不被謠言殺死的50個醫學正解 池谷敏郎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38 下雨的人 陳繁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45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 運動鍛鍊你的思考力 戴蒙.楊(Damon Young)著; 方慈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52 艾倫.狄波頓的人生學校: 喚醒感官的大自然練習特瑞斯坦.古力(Tristan Gooley)著; 謝忍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69 國境之北.遇見愛 馬亞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76 行家帶你尋味 日本庶民美食 林嘉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83 CC媽咪的巧拼玩具遊樂園 陳雲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290 熱愛大自然!草木禽獸性生活 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06 走向古道,來一趟時空之旅: 尋訪33條秘境古道,了解你不知道的臺灣歷史故事. 北臺灣篇黃福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13 前世的因,今生的果: 凡事皆有因果,此生的痛苦和問題都由前世而來布萊恩.魏斯, 愛咪.魏斯作; 張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20 蔡合城人癌共存 蔡合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37 夜行動物 奧斯丁.萊特著; 鄭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44 16: 是誰讓16歲少年帶著痛苦與懼怕走完他的人生王美玉, 午台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51 這裡沒有光 追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68 異鄉人 原田舞葉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75 風水!有關係 不動格局,超強擺設開運法: 跟著風水名師這樣做,不必大動工程,就能開創事業新局、招財迎福、好桃花跟著來。緯來綜合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82 拒絕被支配的勇氣: 獲得自由,重寫人生腳本的心理學鈴木敏昭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399 搶進美食街,年賺1,000萬 鄭聰仁口述; 張志誠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05 血型小將ABO 朴東宣作; 彭玲林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368412 Thank you: 因為你,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Aid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29 到處都能學經濟: 從哈利波特、唐頓莊園到滾石樂團,流行告訴你經濟成長其實很簡單!約翰.譚姆尼(John Tamny)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36 紅樓夢敎你的10堂理財課: 這次,不談愛情。讀懂書中的財富機鋒,結局大不同朱國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43 1+1>2劉真的真幸福追愛記 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50 胖病毒、人皮書、水蛭蒐集人: 醫學史的46個震撼奇想蘇上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67 陳釀時光 洪金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74 達仁傳奇: 不為人知的新聞與祕聞 傅達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81 愛你的,妮娜 妮娜.史提比(Nina Stibbe)作; 許瓊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498 誰是我?意識的哲學與科學 洪裕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504 雲畫的月光: 寫真紀實 KBS<>製作團隊製作; 尹蘊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8511 我的阿娘,莊淑旂傳: 第一位女中醫師的國寶級養生智慧莊壽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535 自己的膝關節自己救: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真相 呂紹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542 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 村上春樹作;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559 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 村上春樹作; 賴明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8566 吳明珠教你養好肝 吳明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573 藍蘿蔔在哪裡?從史前時代找到太空探索時代! 賽巴斯提安.戴勒齊(Sebastien Telleschi)文.圖; 劉璞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8580 聶隱娘的前世今生: 侯孝賢與他的刺客聶隱娘 陳相因, 陳思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597 日本男色物語: 從奈良貴族、戰國武將到明治文豪,男男之間原來愛了這麼久武光誠監修; 馮鈺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03 解籤 王儷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8610 在一起孤獨: 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27 像我這樣一個記者: 房慧真的人物探訪與記者私語房慧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34 大人的關西私旅: 職人選物、特色旅店、藝文書屋、設計雜貨52選羅沁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58 時代的風: 四段人生與半個世界 工頭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65 亂世宏圖. 卷四, 兵車行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72 菜比巴警鴿成長日記 羊寧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89 追求樂活卓越的一生: 人生沒有黃金法則,只看你如何選擇羅伯特.懷特(Robert White)作; 唐明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696 與中國打交道: 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著; 王宇光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702 時間停止的冰封校舍 辻村深月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68726 時間停止的冰封校舍 辻村深月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68719 時間停止的冰封校舍 辻村深月著;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368740 CIA教你讓人說出真心話: 最強效的行為心理學,讓你工作、生活溝通無障礙菲爾.休斯頓(Philip Houston)等著; 陳雅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8757 遙遠的角落: 美國音樂家的台灣東海岸漂流日記史考特.伊傑爾(Scott Ezell)著; 謝承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757 遙遠的角落: 美國音樂家的台灣東海岸漂流日記史考特.伊傑爾(Scott Ezell)著; 謝承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771 行家這樣買鑽石 吳舜田, 繆承翰, 湯惠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788 故事就這麼誕生了: 小川洋子的創作與日常 小川洋子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795 太極米漿粥 紫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18 每天寫點負能量 鍵人, 丹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32 我們約會好嗎?: 從古典情調的牽牽小手到新世代的交友APP,人們如何找到真愛?莫伊拉.韋格爾(Moira Weig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63 厭世動物園 厭世姬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8887 職場裡的童話法則: 35個跨越逆境的邏輯思維 上阪徹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31 折騰到底 哈金著; 湯秋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9393 樂音狂想Online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683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69690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69706 狂兵抄. 卷伍 叢台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744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69737 異世流放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69751 屍案調查科. 第一季, 死亡密碼 九滴水著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9768 屍案調查科. 第一季, 死亡密碼 九滴水著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9775 異世流放: 攻略西大陸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782 屍案調查科. 第二季: 重案捕手 九滴水著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9799 屍案調查科. 第二季: 重案捕手 九滴水著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9805 十二生肖物語. 6, 好事多磨是完結篇的必備技能衛亞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812 觀情齋之壹: 陰陽魚 青丘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85

凌雲文創



9789865669829 異世流放. 12, 王城大亂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1818 來玩吧!塔可 服務部文; 程宜方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502 美濃農民曆. 2017年 鍾雅倫等撰文; 范雅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910 共好一備子: 共備實務分享手冊 高雄市教師工會磨課共備社群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1034 水漾燕巢: 阿公店水庫風華導覽手冊 潘炎聰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349 高雄市壽山攝影學會暨創會50週年會員攝影展作品集. 105年何永川主編 精裝 1

9789868265349 高雄市壽山攝影學會暨創會50週年會員攝影展作品集. 105年何永川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8715 筆禪墨韻: 高雄市瀟湘書畫學會30週年紀念專輯. 2016田金生等作; 廖進發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壽山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瀟湘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教師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援剿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4

海景世界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濃區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301 觀音藝采: 會員暨顧問秋季作品專輯. 2016 楊定家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8812 民族樂團合奏小曲集. 一, 吹管、彈撥、總譜篇 胡峻賢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08829 民族樂團合奏小曲集. 一, 二胡、低音、打擊、總譜篇胡峻賢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568 冤家英語 陳幸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75 文法封神榜 武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82 Bon Appétit!甜點物語: 英法語字彙 郭旭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85599 中英互譯筆譯技巧: 基礎 連緯晏, Matthew Gunt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600 學校沒教的神回覆英語 曾祥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617 國貿人關鍵單字、句型: 業務口說、E-mail信件必備劉美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624 iBT新托福寫作: 獨立+整合題型拿高分 莊琬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631 這些一定考!靠字首、字根、字尾,搞定雅思、托福、新多益英單Alisa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0108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東晉 王羲之 十七帖 李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15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北宋 趙佶 真書千字文 劉德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22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北魏 石門銘 呂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39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明 宋克 急就章 鄭和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46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元 趙孟頫 前後赤壁賦 陳榮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53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東晉 王羲之 蘭亭序 洪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60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唐 顏真卿 多寶塔碑 陳根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77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隋 智永 草書千字文 劉品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184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唐 小楷靈飛經 陳惠平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高雄復文

高市觀音山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鄉音樂



9789863760191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唐 顏真卿 顏勤禮碑 洪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07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秦 李斯 嶧山碑 洪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14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清 王福庵 說文部首 梁美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21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漢 張遷碑 洪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38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宋 張即之 金剛經 蘇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45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北魏 張黑女墓誌銘 於嘉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52 經典碑帖筆法臨析大全: 北魏 李璧墓誌銘 李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269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人物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276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人物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283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人物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290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人物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60306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小品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313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小品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320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小品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337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小品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60344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小品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760351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小品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760368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花鳥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375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花鳥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382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花鳥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399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花鳥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60405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花鳥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760412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任伯年. 花鳥篇 劉明才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760429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人物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436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人物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443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山水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450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山水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467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工蟲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474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工蟲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481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工蟲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498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工蟲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60504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水族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511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水族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528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雜畫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535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雜畫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542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雜畫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559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畫稿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566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畫稿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573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花卉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580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花卉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597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花卉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603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梅蘭竹菊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610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梅蘭竹菊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627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禽鳥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634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禽鳥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641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蔬果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0658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蔬果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0665 經典繪畫臨摹範本: 齊白石. 蔬果篇 馬躪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0672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草蟲花卉譜 (清)王摡,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0689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草蟲花卉譜 (清)王摡,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0696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翎毛花卉譜 (清)王摡, 王著,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0702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翎毛花卉譜 (清)王摡, 王著,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0719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山水卷.人物屋宇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26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山水卷.山石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33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山水卷.畫學淺說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40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山水卷.樹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57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山水卷.摹仿名家畫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64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竹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71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梅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88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菊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795 康熙原版芥子園畫傳. 花鳥卷.蘭譜 (清)王概, 王蓍, 王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801 篆刻技法講壇: 漢印技法三十例 陶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818 篆刻技法講壇: 古璽技法三十例 周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825 篆刻技法講壇: 明清流派印技法三十例 周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894 書法技法講壇: 隋代楷書技法38例 孫日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00 書法技法講壇: 王羲之行書技法50例 杜萌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17 書法技法講壇: 王獻之行書技法50例 杜萌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24 書法技法講壇: 王鐸行書技法40例 元國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31 書法技法講壇: 米芾行書技法43例 張傳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48 書法技法講壇: 行書技法41例 歐陽志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55 書法技法講壇: 厚重拙樸的漢隸技法48例 陳苗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62 書法技法講壇: 唐楷技法50例 李正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79 書法技法講壇: 草書技法49例 歐陽志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86 書法技法講壇: 晚明巨軸行草技法46例 張愛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0993 書法技法講壇: 清秀飄逸的漢隸技法45例 方建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06 書法技法講壇: 楷書技法45例 歐陽志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13 書法技法講壇: 董其昌行書技法40例 張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20 書法技法講壇: 歐陽詢楷書技法50例 高秀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37 書法技法講壇: 篆書技法42例 歐陽志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44 書法技法講壇: 隸書技法50例 歐陽志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51 書法技法講壇: 顏真卿楷書技法30例 周國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68 書法技法講壇: 魏碑技法44例 黨現強, 段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75 書法技法講壇: 唐代行書技法40例 于鐘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099 歷代碑帖精粹: 秦 石鼓文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05 歷代碑帖精粹: 秦 嶧山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12 歷代碑帖精粹: 漢 乙瑛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29 歷代碑帖精粹: 漢 史晨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36 歷代碑帖精粹: 漢 石門頌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43 歷代碑帖精粹: 漢 袁安碑 袁敞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50 歷代碑帖精粹: 漢 張遷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67 歷代碑帖精粹: 漢 曹全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74 歷代碑帖精粹: 漢 禮器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81 歷代碑帖精粹: 魏晉唐小楷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198 歷代碑帖精粹: 晉 王羲之十七帖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04 歷代碑帖精粹: 晉 王羲之蘭亭序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11 歷代碑帖精粹: 晉 好大王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28 歷代碑帖精粹: 南朝 爨寶子碑 爨龍顏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35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李璧墓誌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42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崔敬邕墓誌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59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張猛龍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66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龍門二十品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1273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龍門二十品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1280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墓誌銘精選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297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 張黑女墓誌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03 歷代碑帖精粹: 隋 智永 真草千字文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10 歷代碑帖精粹: 隋 董美人墓誌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27 歷代碑帖精粹: 唐 小楷靈飛經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34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李邕 李思訓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41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李邕 麓山寺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58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李陽冰 三墳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65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柳公權 玄秘塔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72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柳公權 神策軍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89 歷代碑帖精粹: 唐 孫過庭 書譜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396 歷代碑帖精粹: 唐 集王羲之聖教序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02 歷代碑帖精粹: 唐 虞世南 孔子廟堂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19 歷代碑帖精粹: 唐 褚遂良 倪寬贊孟法師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26 歷代碑帖精粹: 唐 褚遂良 陰符經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33 歷代碑帖精粹: 唐 褚遂良 雁塔聖教序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40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57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歐陽詢 化度寺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64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歐陽詢 行書千字文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71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歐陽詢 皇甫君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88 歷代碑帖精粹: 唐 歐陽詢 虞恭公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495 歷代碑帖精粹: 唐 顏真卿 多寶塔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01 歷代碑帖精粹: 唐 顏真卿 自書告身帖竹山堂連句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18 歷代碑帖精粹: 唐 顏真卿 麻姑仙壇記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25 歷代碑帖精粹: 唐 顏真卿 顏勤禮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32 歷代碑帖精粹: 唐懷素 小草千字文大草千字文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49 歷代碑帖精粹: 唐懷素 自敘帖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56 歷代碑帖精粹: 宋米芾苕溪詩卷、蜀素帖、吳江舟中詩卷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63 歷代碑帖精粹: 宋張即之 佛遺教經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70 歷代碑帖精粹: 宋蘇軾 寒食帖赤壁賦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87 歷代碑帖精粹: 元趙孟頫 三門記閑居賦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594 歷代碑帖精粹: 元趙孟頫 小楷道德經汲黯傳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00 歷代碑帖精粹: 元趙孟頫 妙嚴寺記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17 歷代碑帖精粹: 元趙孟頫 前後赤壁賦、洛神賦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24 歷代碑帖精粹: 元趙孟頫 真草千字文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31 歷代碑帖精粹: 元趙孟頫 膽巴碑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48 歷代碑帖精粹: 明 文徵明小楷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55 歷代碑帖精粹: 明文徵明草書千字文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62 歷代碑帖精粹: 清吳昌碩 篆書心經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79 歷代碑帖精粹: 清吳昌碩 臨石鼓文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86 歷代碑帖精粹: 清吳讓之 篆書崔子玉座右銘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693 歷代碑帖精粹: 清鄧石如 篆書千字文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709 歷代碑帖精粹: 清鄧石如 篆書廬山草堂記 杜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716 歷代碑帖精粹: 宋黃庭堅松風閣詩卷、李白憶舊遊詩卷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723 歷代碑帖精粹: 北齊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822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761839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761846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761853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761860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761877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761884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761891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761907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761914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761730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61921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761747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61754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761761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761778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761785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761792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761808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761815 青少年文明禮儀 王嵐等編著; 王景琨主編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6

送存冊數共計：176

家登精密工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917 管理個案集. 2016. 第二輯 邱銘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254 美國的教育改革 李園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878 客家社會與社區產業文化論輯 王紫婕等著; 徐貴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885 拾載有慶: 新楊平十週年專刊 李勝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4892 老街溪中壢平鎮段動物生態紀實 藍清水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006 桃園市美術教育學會作品專輯. 2016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202 曾氏臺灣淵源譜 曾繁藤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900 從平凡中創造非凡 曹瓏瀚, 李佳蓁口述; 常子蘭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282 羅馬書一本通: 從上帝的信實到人的忠心 陳維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曾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倖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桃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翔數位印刷



9789861985299 操練的力量: 過好基督徒生活的13個法則 惠特尼(Donald S. Whitney)作; 譚達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12 列王紀上下、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馬可.康提(Marco Conti), 賈盧卡.皮拉臘(Gianluca Pilara)合編; 李安琴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5336 未來門徒的4個挑戰 斯托得(John Stott)著; 李伯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43 未來門徒的4個挑戰(簡體字版) 斯托得(John Stott)著; 李伯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50 在巴比倫上大學: 但以理書教我的人生通識課 毛樂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67 神導演之8個不可能的任務 劉曉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74 用生命澆灌生命: 一對一門徒培育者指南 盧慈莉(Christine Dillon)著; 張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161 動手玩科學: 邊玩邊學的兒童教育 柯特.蓋比爾森(Curt Gabrielson)著; 潘榮美, 劉允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192 壓克力機器人製作指南 三井康亘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39 遇見你之前 喬喬.莫伊絲(Jojo Moyes)著; 葉妍伶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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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022 好命密碼. 樂透中獎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022 好命密碼. 樂透中獎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1685 魔鏡,魔鏡,可知我心?: 讀小說,談心理 鄭谷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2851692 雞婆的力量: 十八年校園申訴案的心情軌跡 黃俐雅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2851661 愛的手冊: 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 史英等編撰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454 明日的農場: 社群支持農場-農場支持社群 崔葛.果戎(Trauger Groh), 史帝夫.麥克費登(Steven McFadden)作; 吳比娜等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宬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泰電電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912 豐富人生的必修學分. 第五輯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925 太平洋區域年鑑. 2015-2016 邱達生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234 史瓦濟蘭晴空下 臺中教區國際志工親善大使團(2016)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91496 尋找狄奧多 王唯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3467 涓涓細語彩繪人生 趙許娟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53474 涓涓細語彩繪人生 趙許娟娟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188 臺灣農產運銷發展史 <>編輯委員會作 精裝 1

9789868738188 臺灣農產運銷發展史 <>編輯委員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蘭啟智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曉明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866 <>釋論集 第五世夏瑪仁波切等作;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彙編; 堪布羅卓丹傑, 妙融法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873 了義海: 俱生和合甚深教導: 了義海心髓之光耀事業第九世法王噶瑪巴旺秋多傑作; 施心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162 臺灣長照產業的發展與挑戰 薛承泰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179 臺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186 2016臺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張四立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193 網路科技對勞動市場的衝擊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07 糧食、能源、水資源鏈結(FEW Nexus)發展趨勢與應用潛力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14 提升臺灣液化天然氣冷能利用之研析 林茂文,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21 產業面對巴黎氣候協定後之關鍵議題 鄭福田,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38 臺灣海域利用規劃與管理-初步研析 許泰文,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45 國際與我國氫能運用發展與推動政策研析 林茂文,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9694 天帝教天人炁功基本教材 天帝教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編修 修訂初版 平裝 2

9789869209694 天帝教天人炁功基本教材 天帝教極院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編修 修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884 叩鐘集 釋慧律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456 獎卿詩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 曾人口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帝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766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106年版 主計月報社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272 兒盟瞭望. 9, 童權,一同守護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272 兒盟瞭望. 9, 童權,一同守護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289 兒盟瞭望. 9, 童權,一同守護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294 IFRSs釋例範本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19406 IFRSs釋例範本 第三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691 證券暨期貨金椽獎研究發展論文甄選得獎論文集. 第十屆 其他 1

9789869424400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6年版 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424479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106年版 修訂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424486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106年版修訂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9424462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投資學. 106年版 修訂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4455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3, 財務分析. 106年版 修訂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424448 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4,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含自律規範. 106年版 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424431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期貨交易法規. 106年版 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424424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106年版 修訂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424417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資格測驗題庫 修訂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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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佛教文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證券期貨基金會

中國主計協進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9789869135641 法句經講記. 二 釋傳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8635 扶輪之光: 歷年國際扶輪社長(1997-2016年度)文告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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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72789 混凝土橋梁常見劣化樣態探討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652 臺灣.日本版畫名家交流展 林雪卿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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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9858 億萬農夫: 從負債千萬到年收破億的小農社群點金術寺坂祐一著; 石玉鳳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641 一位工程老兵: 程禹先生的故事 姚忠達編著 平裝 1

9789867142658 一位工程老兵: 程禹先生的故事 姚忠達編著 精裝 1

9789867142665 臺灣重大土石流災害圖鑑 洪如江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顧問工程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9789867142672 地質環境與土石流 陳宏宇作 平裝 1

9789867142689 土石流之形成 陳榮河作 平裝 1

9789867142696 土石流災害發生潛勢與危害度評估 林美聆作 平裝 1

9789867142702 土石流觀測 連惠邦作 平裝 1

9789867142719 土石流防災降雨警戒 詹錢登作 平裝 1

9789867142726 土石流災害防治與避難 游繁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443 新加坡藥品產業現況及商機探討 巫文玲, 陳怡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9488 愛地球.愛和平: 世界宗教博物館十五周年紀念專刊陳國寧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8159495 福祥吉兆: 王步青花瓷繪及交趾陶特展 鍾偉愷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772 洪啟元畫集: 微觀城市 詩心化境 柯介宜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8292772 洪啟元畫集: 微觀城市 詩心化境 柯介宜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222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 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 張正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178 城東風華: 東區,臺南的新樣子 王耀東, 陳建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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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覺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平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宗教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永都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生物技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114 風險爭議下的台灣能源新聞專題框架分析: 以《聯合報》和《遠見》的能源專題報導為例趙于萱編著 其他 1

9789869257121 媒體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風險傳播: 以食用油報導為例張馨方編著 其他 1

9789869257138 新聞自由VS.譽權: 從民事名譽侵權案件看媒體過失責任與合理查證之標準謝懿安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414 中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2421 中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982 藝術長廊: 愛-傳遞:壁畫創作展. 2016 李宇涵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248 總統直選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戴寶村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153 臺文通訊BONG報第253到264期合訂本 廖瑞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148 全民三好世界繪美: 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得獎作品集. 10. 2016第十一屆釋如常主編 平裝 3

9789574574155 紫禁佛光: 明清宮廷佛教藝術展精選作品 釋如常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江却臺語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印順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921 Angelman氏症候群照護手冊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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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7120 生命之旅: 李前總統二0一二-二0一五臺灣深度訪察實錄暨言論集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2670 判解研究彙編. 十九、二十: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法學論文徵選得獎作品集. 一0三年第十九屆. 一0四年第二十屆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編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566 民主觀察: 2015回顧 邱俊榮, 羅承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131 臺灣歌謠合唱曲集 馬水龍編曲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3148 中國民謠合唱曲集 馬水龍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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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平臺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登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5

罕見疾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伽耶山基金會



9789869106221 「非常關係」前傳: 2009-2011國藝會&東鋼藝術家駐廠創作專案專輯劉俊蘭主編; 譯藝翻譯有限公司翻譯 平裝 2

9789869106238 何以為度?2015 FORMOSA雕塑雙年展 劉俊蘭主編; 譯藝翻譯有限公司翻譯 平裝 2

9789869106245 非常關係3.0: 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專輯劉俊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227 說他們的故事讓我改變: 移工、新住民與臺灣律師生命交會的絢爛花火陳又津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5227 說他們的故事讓我改變: 移工、新住民與臺灣律師生命交會的絢爛花火陳又津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376 紙上奇蹟: 摺紙藝術與科學 郭玲伶, 廖婉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167 Home 2025: 想家計畫: 預見未來,開啟家的定義 阮慶岳, 詹偉雄, 謝宗哲策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599 餉譚.想談 王潘金霞等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2888599 餉譚.想談 王潘金霞等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272 法鼓山年鑑. 2015 法鼓山年鑑編輯組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藝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法律扶助基金會



9789868703278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二屆 孫梓評, 董柏廷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900 評議案例選輯. 101-103年度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455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6 林偉凱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62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6. 總論篇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86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6. 鋅金屬篇 林偉凱, 張雅琪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493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6. 鋁金屬篇 王瓈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09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黃自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16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總論篇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516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總論篇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523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螺絲螺帽印尼篇 紀翔瀛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30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手工具印度篇 許育瑞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47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模具越南篇 楊瑞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54 金屬製品新興市場特輯. 2016. 水五金泰國篇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61 金屬製品產業導入智慧製造系統之探討 葉哲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78 智慧化精密機械傳動系統技術趨勢與發展策略 陳仲宜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585 國內高階半導體檢測設備市場切入之機會研究 陳慧娟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306 食品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發展趨勢及商機 黃秋香, 孫以倫, 簡相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10313 國際食品潔淨升級及清晰標示的趨勢商機 陳麗婷, 賴孟利, 簡相堂, 鄔嫣珊, 鄭佩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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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6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9789867516930 業務員訓練教材: 投資型保險商品 修訂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9580 從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國際品牌崛起, 探討臺灣紡織品之技術與發展策略巫佳宜撰寫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817 破除投資障礙: 提振經濟發展動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817 破除投資障礙: 提振經濟發展動能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953 臺灣電影年鑑. 2016年 陳斌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9960 柯俊雄的表演藝術 蔡國榮, 張瑞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043 主要競爭國家專利動態觀測與優勢總體分析 張書豪, 林品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3303 高雄醫學院創辦史 張守真, 楊玉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464 敬畏神而非懼怕人: 如何離開曠野進入應許之地戴腓利(Philip DelRe)[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財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綜合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3238 南北走走.東西瞧瞧 紀展南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860 黃金雨 邵貴恩(Gren Shaw)著; 姜金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4877 讓你的教會翻轉世界 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elaja)著; 李明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34884 教會增長的七個動力 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著; 陳欣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34891 堅立異象50天 雷克.喬納(Rick Joyner)著; 陳麗詩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568 福音戒毒的深度與實際 劉民和, 莫少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1575 馬可福音萬世不變的信息 謝榮昌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861 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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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57878 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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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57885 餐飲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5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平裝 1

9789866057892 餐飲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6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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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7883 讀報看世界 預見大未來 蔡志浩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進通許世賢基金會



9789577517890 小說課. III: 用影像說故事 許榮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7913 字字小宇宙 林世仁作; Barkley等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920 夢電影監製公司 王昭偉等作; 朱怡貞等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937 成語小劇場: 理想動物村 洪國隆文; 魏羽桐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513 蛻變新生.展演西螺: 西螺當代藝術季. 2016 何美慧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760 學習世界第一的生命哲學: 池田華陽會御書30篇御文100選日本創價學會女子部教學室編著; 創價新聞社編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7777 閱讀御書: 御文123選 日本創價學會男子部教學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7784 實極虛出: 蕭進興彩墨畫境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401005 牧口常三郎: 創價教育的源流 創價新聞社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1012 吾土純形: 李茂宗巡迴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300 Guide to lycophytes and ferns of Balinsasayao, Negros, the Philippineschief editors Chia-Wei Li et al.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788 誰來教育家長: 親職教育的開展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413 啟動護眼行動,別讓眼睛老得快!: 3C族必看養眼術,擊退眼睛疲勞、乾眼症、老花、白內障!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95420 關心男人的生命腺: 攝護腺癌的診斷與治療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暨環保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雲縣螺陽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9789869295437 男人的長壽病: 攝護腺肥大的預防與治療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437 男人的長壽病: 攝護腺肥大的預防與治療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444 最美好的時光: 人生無憾過日子 葉金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9640 春之祭: 劉鳳學作品第125號現代舞劇 劉鳳學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309 情緒的祕密: 認識自己,不再害怕失控 貝納特夫婦(Art and Laraine Bennett)合著; 張佩英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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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36378 划向深處: 穿越信仰的低潮 多默.基廷(Thomas Keating)著; 上智文化事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385 來自天堂的療癒 恩思立(Deacon Eddie Ensley)作;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392 和教宗方濟各一起朝拜聖體 韓國保祿孝女會編著; 上智文化事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6520 臺灣遊戲市場白皮書. 2016 李易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537 資訊產業年鑑. 2016, 資訊工業篇 周士雄等作; 資訊產業年鑑-資訊工業篇編纂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544 智慧科技剖析與應用產品發展趨勢: 虛擬實境、感測器、人工智慧、智慧製造陳賜賢作 平裝 1

9789575816551 虛擬實境產品發展與技術剖析 行動智慧城市研究團隊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568 資訊產業年鑑. 2016, 資訊服務暨軟體篇 陳凱迪, 簡祐延, 李易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6636 智慧製造產業發展趨勢與精選個案 古亞薇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6643 國際大廠新世代行動通訊關鍵技術與專利分析 李建勳, 鍾曉君作 平裝 1

9789575817008 智慧聯網趨勢下之影視音創新服務模式. 環境掃描曾家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015 智慧聯網趨勢下之影視音創新服務模式. 媒體應用曾家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022 智慧聯網趨勢下之影視音創新服務模式. 商業應用曾家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077 虛擬暨擴增實境發展趨勢與商機分析. 遊戲互動李易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084 虛擬暨擴增實境發展趨勢與商機分析. 商務銷售李易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091 虛擬暨擴增實境發展趨勢與商機分析. 教育研究李易鴻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新古典表演藝術基金會



9789575817107 共享經濟浪潮下智慧聯網之創新模式與我國發展契機胡自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114 企業需要的創新地圖: 翻新商業模式的真實故事周樹林等著 平裝 1

9789575817176 共享經濟新思維與新規範 王義智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183 Top20電子商務新創案例精選 王怡臻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0977 當孩子受傷了: 照顧者的眼淚 邱筑君,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文; 蔡媛婷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232 看漫畫學行動支付 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3019 水利永續農業向前行45週年紀念專刊 平裝 1

9789868553019 水利永續農業向前行45週年紀念專刊 平裝 2

9789868553026 桃機淹水看暴雨事件之威脅與衝擊 方文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8553026 桃機淹水看暴雨事件之威脅與衝擊 方文村等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621 乳牛信號檢查手冊: 基於健康、生產和福祉的管理Jan Hulsen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譯 其他 1

9789869265621 乳牛信號檢查手冊: 基於健康、生產和福祉的管理Jan Hulsen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譯 其他 1

9789869265621 乳牛信號檢查手冊: 基於健康、生產和福祉的管理Jan Hulsen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譯 其他 1

9789869265638 強化機能性產品成分分析、功效及毒理驗證平臺洪紹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645 飼料添加物開發與應用. III 林俊宏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295 歷久彌堅: 理性與感性的傳承實務 郭宗銘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9932 原住民族藝術教育論: 理論方法、工藝展示、圖像研究李招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45 我願望散步島國只深深的凝視: 連建興的荒景魔幻李足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855 今生與師父有約 南茜.波那迪(Nancy Bonardi)等講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6443862 叮嚀: 聖嚴法師談世間事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879 今生與師父有約 杜正民, 丁敏, 單德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6443053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合輯)(繁體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039 雪盧老人詩文吟誦原音採譜 雪盧老人原音; 謝何美雪編著 其他 1

9789869059046 重校標音聲律啟蒙吟誦上下卷合刊 車萬育甫著; 謝何美雪吟誦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9839 越南100問 王一煥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39846 牽手雲端: 新移民姐妹的數位人生 江宜庭等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慈光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丁善理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新臺灣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712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 大目乾連尊者造; (唐)玄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29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沙門慧立撰; 彥悰箋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36 因果論與佛教唯識學說 景昌極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33 行空程式: 葉方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97533 行空程式: 葉方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7533 行空程式: 葉方個展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682 Cross跨社會: 設計x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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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144 Guide of Life: 一生受用的智慧 劉群茂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427 愛的學習 任兆璋口述; 賴麗榕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3228 屬靈的事. 卷九, 操練: 信心的操練,生命的操練,神贖回光陰的操練江守道講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33235 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當挺身昂首、盼望得贖、萬物的結局近了江守道等講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士林靈糧堂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7216 不可不讀的40篇. I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6497223 不可不讀的40篇. II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6497230 不可不讀的40篇. III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700 薪傳一甲子 主恩數不盡: 基督教會景美禮拜堂60周年特刊鍾慧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533 關渡宮文化叢書. 総集編: 霊山勝境關渡宮 林保堯, 陳奕愷,林欣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8540 霊山勝境關渡宮: モバイルガイド 陳奕愷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38557 Wonderful surroundings of lingshan at guandu temple: mobile guidebookChen Yi-Kai作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551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六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506 思念寄盼: 廖志坤文教基金會20週年紀念專輯 何來美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541 0-3歲嬰幼兒MAP學習地圖: 瑪利寶寶.主題活動教案手冊廖芳真等教案設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志坤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關渡宮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維他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彭蒙惠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基督教會景美禮拜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0319 倒風內海鹽分地帶 蔡淑宜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467 大教王文化: 感應道交朝山文集 徹聖上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93467 大教王文化: 感應道交朝山文集 徹聖上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117 嘉義鐵道之旅 林容德撰稿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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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8965928 寵物離家記 盧方方文; 蔡美保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5935 時代、生活與環境的流變: 城南文學地景藝術行動周得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5935 時代、生活與環境的流變: 城南文學地景藝術行動周得豪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1409 走過臺灣百年歷史電廠 孟邑儒, 廖偉鈞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835 典範與標竿: 臺灣企業永續獎. 2016 顧洋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生命力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義北回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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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育德工家職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徹聖文化基金會



9789869147835 典範與標竿: 臺灣企業永續獎. 2016 顧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47842 企業永續系列專書. 第一冊: 企業永續基石-企業社會責任與非財務資訊揭露申永順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47859 企業永續系列專書. 第二冊: 企業永續競爭力-標竿企業的八大經營管理策略申永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454 小寶熊你好棒 劉美芝, 曾珮玲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475 解構大數據: 如何運用大數據,打造人性化行銷模式Colin Strong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710 外匯業務案例解析: 進出口外匯問答集 陳賢芬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990710 外匯業務案例解析: 進出口外匯問答集 陳賢芬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990741 物聯網金融商機 陳瑞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758 擴增時代 Brett King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758 擴增時代 Brett King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789 理財實務. 2017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990796 理財工具. 2017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990826 個人理財一本通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223 駱先春牧師紀念文集 駱維仁, 駱維道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015 臺灣原音響徹美利堅: 臺灣原住民文化訪問團美國學習之旅. 2015林芳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378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 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曾慶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392 遭遇vs.所行 胡忠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408 古早古早有故事: 故事神學 宋泉盛著; 陳姵如譯; 莊雅棠, 陳榮爝, 陳南州修訂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415 功高震主的使徒保羅 宋泉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4355 周易入門鑰與現代化. 卷一: 周易奧妙之門鑰 蓬萊野鶴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84362 周易入門鑰與現代化. 卷二: 溯源與現代化運用 蓬萊野鶴編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684379 周易入門鑰與現代化. 卷二: 溯源與現代化運用 蓬萊野鶴編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897 臺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7 邱俊榮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7930903 臺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7 邱俊榮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555 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623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3630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3647 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1663661 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 李常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708 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福音見證. 第十六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4358 漢唐陶俑 尋婧元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震旦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發展研究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776 現代父母覺了沒?. 三 盧桂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9776 現代父母覺了沒?. 三 盧桂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9776 現代父母覺了沒?. 三 盧桂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036 廣達<>計畫. 26: 巡迴展覽「光影巴洛克」兒童導覽手冊鄭巧玟, 楊潔如, 吳亦婕文字撰述 平裝 1

9789868987043 廣達<>計畫. 26: 巡迴展覽「光影巴洛克」兒童導覽手冊鄭巧玟, 楊潔如, 吳亦婕文字撰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8217 玄德偈文集錦 蕭天讚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912 臺灣新銳藝術家特輯. 2016 李蕙芬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619 我們一起走出的路: 環保媽媽故事書 陳建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102 臺灣醫院評鑑史 石崇良等作; 臺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採訪及撰稿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錦江堂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天讚教育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慧深佛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947 住在地中海的爸爸 林亞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6954 口水大王 劉宥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2232 臺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5 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192232 臺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5 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192232 臺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5 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9333 離散的夢土: 臺灣近當代水墨畫展 李志勇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239333 離散的夢土: 臺灣近當代水墨畫展 李志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048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16 釋法昂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517 跟隨孩子的腳踪: 在蒙特梭利教育中成長的孩子范魯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2721 中國打擊樂形態之研究: 以民間視覺形鑼鼓為範疇施德華著 平裝 1

9789868562721 中國打擊樂形態之研究: 以民間視覺形鑼鼓為範疇施德華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振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峰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蘭陽文教基金會

羅慧夫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380 Essential Email-writing lessons: 實用生活與職場Email寫作王振玲, 楊玉琦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546 觀.點: 台灣現代攝影家觀看的刺點 張照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604 漆采玉輝珍藏特展 張聰文撰文; 李必楚收藏者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0397 情感教育(經典精裝全譯本) 古斯塔夫.福樓拜著; 梁永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586 休閒.優雅.流行: 基本款百變穿搭手繪筆記 いわたまい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30 活在民國也不錯 林懷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30 活在民國也不錯 林懷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47 文具手帖. Season 10, 臺灣文具屋散策 柑仔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54 克萊兒' s透明水彩畫畫課: 夢幻森旅行&優雅日常靈感小練習克萊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54 克萊兒' s透明水彩畫畫課: 夢幻森旅行&優雅日常靈感小練習克萊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678 教出好兒子(實踐版): 培養獨立、自律、高EQ男孩的教養經典(適合0-18歲)雲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685 贏家的邏輯: <>扭轉人生的關鍵智慧,連比爾.蓋茲、德川家康都受益!田口佳史著; 涂祐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692 哲學的故事 威爾杜蘭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08 小熊媽給中小學生的經典書單101+: 分年級、挑好書,愛上閱讀品格好,培養孩子美感品味x邏輯思考x寫作表達力張美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15 孩子的世界歷史大地圖: 從史前時代到21世紀,人類的大冒險與大發現貝爾特朗.菲述(Bertrand Fichou), 迪迪耶.巴利賽維克(Didier Balicevic)作; 陳太乙譯精裝 1

9789863841715 孩子的世界歷史大地圖: 從史前時代到21世紀,人類的大冒險與大發現貝爾特朗.菲述(Bertrand Fichou), 迪迪耶.巴利賽維克(Didier Balicevic)作; 陳太乙譯精裝 1

9789863841722 時尚商業學: 頂尖設計師品牌都該懂的生存法則,從產品發想、策略經營到推向國際的實戰8堂課安妮克.舒拉姆(Annick Schramme), 卡琳娜.諾柏斯(Karinna Nobbs), 楚依.莫爾克(Trui Moerkerke)合著; 林資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39 猶太媽媽這樣立家規: 嚴家風.慢教養 沙拉.伊麥斯(Sara Ima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46 越環保,越賺錢,員工越幸福!Patagonia的任性創業法則伊方.修那(Yvon Chouinard)作; 但漢敏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麗化工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學文化



9789863841753 因為愛,做早餐。 水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60 全世界找辣吃! El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77 百年凝視: 西方鏡頭下的變革中國,社會經濟學家甘博1917-1932記錄的歷史瞬間邢文軍, 陳樹君文字; 西德尼.甘博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84 一代商王. 卷11, 天下人的商人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791 一代商王. 卷12, 賺人情也是生意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807 新宋. 肆. 卷五, 收官 阿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821 歷史的個性: <>教你「勝敗不是兵家常事」,個性才能決定命運扶欄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845 德國幼兒園原來這樣教: 一位臺灣幼教老師的德國教育大震撼莊琳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329 第十八願善導釋 慧淨法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8336 Approaching Buddhism compiled by Householder Fo'e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81 朝倉直巳教授紀念創作獎暨國際競賽研習營作品集. 2016 平裝 1

9789869255998 生產力4.0導論 李冠榮, 許家源, 陳奕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17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 第六期 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936 色澗代: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畢業展作品年鑑. 105級張金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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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山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4

淨土宗



9789869413800 印刷資訊科技論壇專輯. 2016 熊亮原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136 看穿人性厚黑學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43 為人處世厚黑學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50 清秀佳人 露西.M.蒙哥馬利作; 楚茵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67 人賤人愛 血腥瑪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74 見機行事厚黑藝術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51181 戰勝自己的弱點 Joseph F. Newton作; 林若芸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5161 餐飲服務日語 YUKO HU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178 築人生的願景: 成功的生涯規劃 Stella Cottrell作; 林育珊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5208 Fun學格林童話: 英語閱讀聽力訓練 Margaret Hunt, Richard Luhrs著; 丁宥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215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 Grade 2 Michael A. Putlack著; 鄭家文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5260 觀光英語Let's Go! Kiwi Cheng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5338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Grade. 3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5345 別帶太多去旅行 徐啟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85352 英文寫作高分班Just Write It! 黃瑜汎, 孫雅玲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5369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Grade. 4 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906 蓮池憶舊(鄭聖揚老師往生二周年追思紀念專刊)雪心編輯室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2735 李華國文寶典 李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雪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偉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寂天文化



9789866512742 大轉微積分勝經 葉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759 轉學考英文應考方略 陳仲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12766 大學物理學精要 劉宗儒編著 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7270 文才武略繞指柔情: 杜金榮從學兵到上將的非凡人生劉北辰, 李吉安主筆 平裝 1

9789868387287 十年寸草心: 誰說久病床前無孝子 陳麗蘭作 平裝 1

9789868387294 透視美國向亞太再平衡政策 柳惠千著 平裝 1

9789869101301 九十九墩: 吳東權短篇小說集 吳東權作 平裝 1

9789869101318 珍藏 劉衛華作 平裝 1

9789869101325 紅黑夢 笑天作 平裝 1

9789869101332 一代國土: 俞大維 李元平作 平裝 1

9789868387201 國軍武裝 宋玉寧等文字撰述; 哈用.勒巴克主編 平裝 1

9789868387225 解構空軍 陳東龍作; 郭元宏攝影 平裝 1

9789868387232 全球國防新知&軍事採購 耿志雲, 黃明勳作 平裝 1

9789868387249 崛起東亞: 聚焦新世紀解放軍 蔡翼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27 佛學與人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二0一五年 許少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681 師心我心無分別: 法王教你喚醒虔敬心的365則心法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著; 了覺法師, 了塵法師邊選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698 中陰解脫門: 生死之旅一定要記得的6件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作; 林瑞冠等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04 當蒲團遇到沙發: 拯救你的名存實亡的禪實亡的禪修奈久.威靈斯(Nigel Wellings)作; 項慧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勒巴克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逢甲人文社會學院



9789863443759 班托的素描簿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吳莉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766 媽閣是座城 嚴歌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773 每一次困境,都是療癒的開始: 遇見內在12種人格原型,重新找回生命主導權天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10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陳柔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34 京都の平熱: 哲學家眼中的京都小日子 鷲田清一著; 鈴木理策攝影;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58 復仇與求生: 一隻老虎的反擊一場人類的生存戰爭約翰.維揚(John Vaillant)著; 李品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65 三四郎: 人生三部曲. 一 夏目漱石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72 後來的事: 人生三部曲. 二 夏目漱石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889 門: 人生三部曲. 三 夏目漱石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02 笨作文: 國中實戰篇 林明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19 一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著; 郭寶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926 戰略論: 間接路線 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著; 鈕先鍾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3933 獨學術 白取春彥著; 張富玲, 戴偉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3940 一個緝毒署幹員的臥底生活 艾德華.弗利斯(Edward Follis), 道格拉斯.山崔(Douglas Century)著; 簡秀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57 破碎的怪物 羅倫.布克斯(Lauren Beukes)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64 小小城下町 安西水丸著; 陳柏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71 不換 蔡智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88 綠豆粉圓爸遇見阿德勒的九堂教養課: 別教孩子聽話,又教孩子別聽話!自我啟發從小灌溉,讓爸媽懂自己、也讓孩子做自己趙介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3995 痛史: 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 白睿文(Michael Berry)原著.校訂; 李美燕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08 再見,總有一天 辻仁成著; 章蓓蕾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015 暖暖 蔡智恆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022 把星星都點亮 肆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39 遣悲懷: 紀德逝世六十五週年紀念.人生二部曲之二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7928 超療癒!祈願與祝福的和風玩具糖霜餅乾: 48款傳承自江戶時代心意的餅乾,暖胃也暖心Trigo e Cana作;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46 所信即所見: 觀看之道,論攝影的神祕現象 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53 我們如何走到今天?: 印刷術促成細胞的發現到製冷技術形塑城市樣貌,一段你不知道卻影響人類兩千年的文明發展史史蒂夫.強生(Steven Johnson)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60 我們這一代: 七年級作家 王盛弘, 宇文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77 交界與游移: 跨文史視野中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陳熙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084 Kiss! 接吻的歷史 馬塞爾.達內西(Marcel Danesi)著; 陳湘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07 我曾經想為了你勇敢一次 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14 閣樓裡的小花. 4: 昨日惡種 V.C.安德魯絲(V. C. Andrews)著; 鄭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21 閣樓裡的小花. 5, 花園裡的闇影 V.C.安德魯絲(V. C. Andrews)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38 心動之處: 先鋒派音樂宗師約翰凱吉與禪的偶遇凱.拉森(Kay Larson)著; 吳家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45 遲來的守護者 馬丁.席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著; 龐元媛, 陳逸軒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152 當我提筆寫下你,你就來到我面前 張曼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69 黑心居酒屋.2, 帶來回憶的料理 秋川滝美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176 中東: 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 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著; 鄭之書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4183 中東: 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 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著; 鄭之書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4206 午夜的佩拉皇宮: 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 查爾斯.金(Charles King)著; 葉品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13 從卡關中翻身: 45則勵志故事翻轉人生窘境,菜鳥、老鳥不可不知的職場破關指南!吳家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37 阿吽 向田邦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44 少拖拖拉拉一點的練習簿 李.克拉治利(Lee Crutchley)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51 蘇富比超級拍賣師 西蒙.德.普里(Simon de Pury), 威廉.斯德蒂姆(William Stadiem)著; 張穎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68 姿與言: 詩國革命新論 鄭毓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68 姿與言: 詩國革命新論 鄭毓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275 兄弟 余華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44282 兄弟 余華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44305 為第三帝國服務: 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鉅戰 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著; 張毓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530 不在病床上說再見: 帶著尊嚴離開的臨終選擇 宮本顯二, 宮本禮子著; 高品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547 上癮的治療與陪伴: 全人關懷心靈輔導手冊 王倩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1964 過動: 第五屆御宅文化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 上梁世佑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971 漫活著: 第五屆御宅文化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 下梁世佑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8371 人文創新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張敏捷, 蕭源都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崇右技術學院文創所暨經營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8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交大出版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004 筆尖上的智慧: 聖經智慧書. 詩篇 大衛, 佚名著 1版 平裝 上冊 3

9789869284011 成為美好: 劉立薰臺語詩歌創作輯. III 劉立薰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4729 G兵日記. 1, 新訓篇 皮卡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736 G兵日記. 2, 下部隊 皮卡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743 哭泣女孩 徐聖淵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4750 G兵日記. 3, 頂天地 皮卡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006 那些黑板上沒教的事: 35個陳立數學名師、超級主任的人生故事京秋文化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575 如果,種子有夢 梁正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582 前進印度當老闆: 50位清華大學生的「新南向政策」方天賜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605 中國敘事學: 歷史敘事詩文 李貞慧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629 數學的故鄉 王懷權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08727 記憶.歲月.安平壺: 竹園岡文物館安平壺篇 臺南一中104學年博物館課程師生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0510614 臺南一中95周年校慶: 榕橋美展 林高義主編 平裝 2

9789860517330 GEN校園生活誌 臺南一中105級數理資優班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嘉義農專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臺南一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基本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立教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06544 嘉農口述歷史 潘光哲訪問紀錄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1671 Special Issue on Yang Kuei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編] 平裝 2

9789863501831 賞心樂事: 汪其楣觀劇閒散筆記 汪其楣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848 留心你的大腦: 通往哲學與神經科學的殿堂 喬治.諾赫夫(Georg Northoff)著; 洪瑞璘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855 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879 我的學思歷程. 9 伍焜玉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886 荀子的美學 陳昭瑛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893 變遷中的東亞法院: 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能吳從周等作; 葉俊榮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909 沈宗瀚先生年譜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916 喧囂的寧靜: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八屆 沈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923 The quantum relations principle: managing our futur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Hardy F. Schloer, Mihai I. Spariosu[作] 精裝 2

9789863501930 地方治理與跨域治理: 兼論兩岸地方治理之比較趙永茂, 劉明德主編 平裝 2

9789863501947 那朵迷路的雲: 李渝文集 李渝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954 儒學與現代意識 李明輝著 增訂一版 精裝 2

9789863501961 學校、法律、地方社會: 宋元的學產糾紛與爭訟李如鈞著 平裝 2

9789863501978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 駒込武著; 吳密察, 許佩賢, 林詩庭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1985 數位人文: 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 項潔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1992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得獎作品集. 第三輯 李賢中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05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年鑑. 2014年 沈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29 東方即興劇場歌仔戲「做活戲」. 上編: 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林鶴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36 東方即興劇場歌仔戲「做活戲」. 下編: 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的資料類型和運用林鶴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43 民主發展與地方治理變革: 都會治理與跨域管理趙永茂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50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0 林照真主編;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74 微積分先修 楊維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081 物理治療臨床案例 王怡婷等作; 胡名霞, 曹昭懿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104 從「請封」到「自封」: 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韓東育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111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and beyond Jiunn-rong Yeh[作] 平裝 2

9789863502128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 胡曉真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142 去法院相告: 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 王泰升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大出版中心



9789863502159 東亞儒家仁學史論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166 雨霧中歸來 葉維廉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316 梁實秋文學獎 散文創作類 得獎作品集. 第29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739 回首.延續: 2016當蒲公英落地: 當蒲公英落地-藝術計畫專刊葛傅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8525 吟龍行: 高伯隆十年水彩畫涯潛龍典藏(如意版) 高伯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532 城市美食探訪: 捨棄觀光景點,一嚐在地人情味 良卷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549 史上最強!居家整理懶人包: 100個收納清潔魔法妙招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556 外包時代: 當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價值將何以寄託?愛爾麗.羅塞爾.霍克希爾德著; 歐宜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570 微型空間,設計無限: 裝潢材質x空間動線x風格調性,最完整實用的新手指南宜家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594 動漫角色完全指南: 刑事偵緝人物一本搞定 繪漫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600 攝影不NG: 數位單眼攝影問題解析 馬玉鳴, 銳藝視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617 生物百科全圖解: 恐龍紀元圖鑑輯 江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624 大師親授Illustrator CC精湛設計 薛清志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8631 Dreamweaver CC從入門到精通 陳芸麗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8648 達標!Access 2016經典範例應用 呂明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655 數位單眼實拍技法: Nikon D810攝影必學寶典 廣角勢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655 數位單眼實拍技法: Nikon D810攝影必學寶典 廣角勢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662 資訊科技概論 林文強, 蕭立文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8679 NXT樂高機器人實作解析 李春雄著 平裝 1

9789863758686 漫畫場景設定最強攻略: 原理x構圖x上色 繪漫堂著 平裝 1

9789863758693 程式邏輯訓練入門與運用 使用VB2012 李春雄著 平裝 1

9789863758709 Flash 創意社群遊戲製作so easy! 李長沛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60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大國際紅豆社



9789863758716 就愛高跟鞋: 氣勢.專業.誘惑,今天妳選哪一款?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723 動畫造型設計 張曉葉, 郭恰, 張瑤著 平裝 1

9789863758730 程式邏輯訓練從App Inventor 2開始 李春雄著 平裝 1

9789863758754 為愛下廚: 54道平實溫暖的家庭料理 耀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778 驚豔,名片設計: 一出手,就有好印象 善本圖書著; 歐宜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785 30天打造完美體態: 10大主題X888個妙招,從此脫胎換骨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792 我的老情人: 媽媽,我好想你 孫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08 震撼!舞臺設計: 演唱會x頒獎典禮x展場,50個驚豔設計善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15 挑對色彩,裝潢就成功一半了: 設計師秘傳不失誤色彩搭配學沈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39 我們絕對不能輸給方案A: 心理學家如何做出理性不悔的選擇喻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53 10個溫州商人,9個富: 共好、草根、積沙成塔,解密溫商的致富心法陳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60 和孩子一起做出超萌好料理: 60營養滿分寶貝食譜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77 健康的第一步: 營養師教你喝好水 李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84 我不懂青春,只懂遠行 陳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907 用鉛筆畫世界: 新聞人物素描基本工 滿都拉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969 手工皮革,溫度滿分: 從基礎到成品,5天學會手工皮革製作周曉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976 好感穿搭: 時尚達人的365天穿搭攻略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990 種出漂亮盆栽,超簡單: 好看又好種,照料X造型一本搞定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119 不想失智,從喝水開始: 日本名醫預防老人失智的訣竅藤田紘一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126 解構包裝設計: 決定第一印象的設計力 善本圖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133 經濟學難不倒我: 輕鬆看圖就會了 王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140 當水彩邂逅漫畫少女: 別樣風情由你來畫! 繪漫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157 走吧!去上海: 打卡地標x道地小吃,完美行程一網打盡!谷聲圖書編著 初板 平裝 1

9789863759294 痛風怎麼吃?專業醫生3餐指導食譜 張奉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00 從教師到網路教父: 馬雲創業的瘋狂故事 朱乘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17 釀醋: 48種養生醋X24道美味醋料理,自己做最安心雯婷茜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31 選間民宿住一晚: 悠遊臺灣的旅行落腳處 谷聲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48 親子DIY,廢物變寶物: 和孩子一起動動手的36個好創意糖粒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62 大負債時代: 全球金融震盪,經濟學家的第一手觀察孫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78 有茶的日子,才是樂活: 從新手到行家,給您最好看易懂的茶知識王緝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92 最完整的中國自助旅遊全集. 2018 棕櫚樹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508 逆齡美肌: 打造水嫩美膚,從基礎清潔、保濕做起曹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460 柯氏性別關係量表(少年版)之建構與信效度之檢驗邱惟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477 柯氏性別關係量表(少年版)指導手冊 邱惟真, 張勤金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309 話說淡江: Let's talk about tamkang 陳小雀總編輯; 吳岳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316 話說淡江: Hablemos sobre tamkang 陳小雀總編輯; 張芸綺, 戴毓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323 話說淡江: Propos sur tamkang 陳小雀總編輯; 徐鵬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330 話說淡江: Tamkang auf einen blick 陳小雀總編輯; 孫敏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347 話說淡江: 淡江を語ろう: キヤンパス散策 陳小雀總編輯; 菊島和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354 話說淡江: IIorobophm o tamkahe 陳小雀總編輯; 龔雅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422 M.A.S. 2016: Micro Architecture Studio 淡江大學建築系49屆微建築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361 御風而行 道通為一: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臺灣建築師碩士班學術交流活動紀實陸金雄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385 經濟倫理研究. 2016: 當前臺灣所得與財富分配問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439 區域史研究概論 王鈺婷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歷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淡大建築系49屆微建築小組

淡大出版中心



9789865608439 區域史研究概論 王鈺婷主編 平裝 1

9789865608446 史化. 第三十二期(復刊第一期)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453 淡江大學宮燈講堂. 2016 潘慧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928 推敲幸福事件簿 石持淺海著; 張宇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42 執著的人不畏懼被改變: 從扮家家酒到五星級飯店管理孟孝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59 巴黎人要件 姚筱涵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73 肌肉訓練&伸展操: 讓關節變柔軟,在家就可以提升肌力,練出優美又凹凸有致的身體曲線!荒川裕志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700 法斯的物語. 3, 同行 法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482 健行藝廊展覽作品專輯. 第4輯 劉旆辰, 李鴻雯編輯 平裝 1

9789866212543 職場日語看過來: 健行職場實用日語 吳黎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771 我生氣,但我更爭氣! 曾柏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32 信念的力量(十週年紀念版) 布魯斯.立普頓(Bruce Ho Lipton)著; 傅馨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8856 與家庭共舞: 象徵與經驗取向的家族治療 卡爾.華特克(Carl A. Whitaker), 威廉.邦貝瑞(William M. Bumberry)著; 傅馨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63 傾聽生命故事與敘說的療癒力: 阿德勒學派心理治療曾端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這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教發組



9789576938863 傾聽生命故事與敘說的療癒力: 阿德勒學派心理治療曾端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529 漁郎書法專集行草章法 鄭兵田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556 手寫英文花體字的幸福時光 金殷廷作; 王愛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563 來玩!神奇玉米黏土: 用水沾黏就OK!歐美流行的創意黏土遊戲劉冠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570 為特別日子而寫的: 英文花體字暖心應用集 金殷廷作; 王愛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587 跟著小泡芙,一起玩畫畫 施岱伶著 平裝 1

9789865783594 少許酵母粉+市售果汁!自家製果汁酵母香甜麵包recipe岡本智美作; 程蘭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17 忍不住想咬一口!晶瑩剔透立體果凍花造型 戴慧君, 莊慧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31 我的乾燥花手作應用集: 39種浪漫甜美的乾燥花手作,從香氛商品、婚禮小物、室內擺飾,到盛滿心意的手作禮尹羅峡作; 簡郁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48 招牌甜點不NG的完美烘焙 福田淳子作;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855 你必須知道的百家姓故事 邢建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62 你必須知道的中國節日故事 高君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79 安安與奶奶 神代栞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86 最後的禮物 紀維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893 貓媽媽的五個寶貝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6694 玉文化論叢. 6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編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眾志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彩色鹿文創設計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教育之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100 好喫: 臺中特色下午茶書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9175 共享經濟時代: 從分享房屋、技能到時間,顛覆未來產業與生活的關鍵趨勢亞力克斯.史戴芬尼(Alex Stephany)著; 郭恬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953 從管理企業到管理人生的終極MBA: 迎戰劇變時代,世紀經理人傑克.威爾許的重量級指南傑克.威爾許, 蘇西.威爾許著; 陳琇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0748 人生最有價值的事,是發現自己在重複 章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226 性格的優勢: 我是內向,你是外向,我們如何相處與工作?希薇亞.洛肯(Sylvia Löhken)著; 趙璧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25 學會愛你的寵物伴侶 潔西卡.皮爾斯(Jessica Pierce)著; 祁毓里, 李宜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32 牛津人的30堂獨立思考與精華表達課 岡田昭人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49 全頻能量花精全書: HRIDAYA赫利達亞頻能量花精,傳地來自宇宙的全頻共振訊息唐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94 白爛貓超直白嗆人日記 麻糬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31 什麼時候,你才要過自己的人生? 金惠男著; 蔡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79 實證有效!神奇的老花眼自癒法: 丹麥視力訓練大師獨創的視力自然療法力歐.安加特(Leo Angart)作; 徐恒功, 張瓊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71486 這個觀念該淘汰了: 頂尖專家們認為妨礙科學發展的理論約翰.伯克曼(John Brockman)編著; 章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93 18項修煉: 成就自我、人生快意的必修課 何飛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509 轉型正義: 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 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著; 鄭純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1516 法國人如何思考?: 一個知性民族的感性肖像 蘇迪爾.哈札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著; 陳岳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1530 人間愛晚晴: 弘一大師詩文鈔 弘一大師著; 曾議漢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547 哲學課的逆襲: 60堂探索人生意義、道德、世界與知識的思維課冀劍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1585 不懂財報,也能輕鬆選出賺錢績優股: 五大關鍵數字力林明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08 原來讀書可以這樣做!: 10堂課掌握個人專屬讀考學習要領,考進理想校系劉駿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15 愛上你的家: 一流人士這樣選擇居住環境 八納啟創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22 一行家計簿: 浪費開銷銳減!不知不覺月省上萬元的魔法擠錢術天野伴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46 安靜的力量,從小就看得見: 發掘內向者與生俱來的優勢蘇珊.坎恩(Susan Cain)著; 徐嘉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53 聊得來還不夠,留住很多朋友才是關鍵! 金大植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60 讓你更了解自己的心理之書: 專業又有趣的心理遊戲、心理問卷與心理測驗發展史朱利安.羅森斯坦(Julian Rothenstein)編;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07 犯罪人格剖繪檔案 史丹頓.沙門諾(Stanton E. Samenow)著; 盧相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14 Take a break 30分鐘高效能: 與小人共處 吉特.海爾特(Gitte Harter)著;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21 獵眼者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著; 林宏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38 孩子需要的9種福分 溫蒂.莫傑爾(Wendy Mogel)著; 陳至芸譯 初版 平裝 1

執作品牌設計整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9789864771745 孩子我不要你功課好,但是要你學會解決問題 溫蒂.莫傑爾(Wendy Mogel)著; 陳至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76 明日待續 堤爾曼.拉姆施泰特(Tilman Rammstedt)著; 徐安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06 創客創業導師程天縱的經營學: 翻轉企業經營與創業困境的32個創見程天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13 大學甄選入學全攻略 陳美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20 動物的內心生活 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鐘寶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05182 與佛對話: 來自宇宙的拾堂高階心靈課 章成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073 普希金小說集 普希金著; 宋雲森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38318 安樂窩 辛西亞.狄普莉絲.史威尼(Cynthia D'Aaprix Sweeney)作;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325 我討厭我自己 潘柏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107 存在空間的設計方法 蘇靜麒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312 飲料調製乙級學術科全攻略: 理論與實務 黃正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625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7冊 2

9789869379632 妙法蓮華經講記. 九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379649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379656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一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37966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二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379670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三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379687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四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清奇空間設計



9789869379694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五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434706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六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434713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七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23737 泰迪熊在家做什麼? Bruno Hächlerj文; Birte Müller圖 精裝 1

9789861823744 小兔子說對不起 John, Juliette Atkinson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23751 偉大的滑冰比賽 Kate Westerlund文; Eve Tharlet圖 精裝 1

9789861823768 團結力量大 Michael Engler文; Feridun Oral圖 精裝 1

9789861823775 藍眼石 Anne-Gaё lle Balpe文; Eve Tharlet圖 精裝 1

9789861823782 貓咪、低音號和行李箱 Judith Loske文.圖 精裝 1

9789861823799 我想要贏 Maria Papayanni文; Eve Tharlet圖 精裝 1

9789861823805 媽媽的小幫手 Vanesa Pérez-Sauquillo文; Miriam Cordes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2257 倫理與文化 楊德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766 善用成語 出口成章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61773 善用成語 出口成章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61780 善用成語 出口成章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61797 善用成語 出口成章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09202 善用成語 出口成章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09219 善用成語 出口成章 國語科編寫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英社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陶迪阿志店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啟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晨星



9789869415002 陶迪樂園Kala 游學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162 Growing up 陳婉宜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186 發音從頭學 賴世雄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193 旅遊口語從頭學 賴世雄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209 留學口語從頭學 賴世雄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223 社交口語從頭學 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230 生活口語從頭學 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247 職場口語從頭學 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8825 真希望老師這樣教會話 張慈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010194 臨時要用的一句話我們通通有: 畢業後的第一本英文會話護照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6145 自在.瑜珈 INNER PEACE YOGA 宋多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183 不是權威不出書: 英文名師教你征服ACT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鄭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190 超滿足200%!史上最強英文單字寶典X會話聖經2IN1!張慈庭英語研發團隊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2518 用英文和任何人聊天,64堂英文會話課! 張瑩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2525 吾愛無界: 余洪斌當代藝術創作展 余洪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532 不是權威不出書: 英文名師教你征服統測英文465題(五回全真模擬題X5回歷屆考古題X最完整解析)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549 第一本親子英文共讀書: 孩子,英文不可怕! 李存忠, 周昱葳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2556 帶著走活腦問題108題 杜婉茹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563 補上一堂國際關係課 楊永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553 嚮往義大利 鄭華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584 淬鍊: 五味俱全品陶瓷 余鑑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591 無懼的19歲: 跨越18,300公里追逐異夢 高祐晴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捷徑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2832 貓飛行計畫: 王學敏詩集 王學敏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2849 金門現代小說家: 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 黃克全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2856 金門現代散文家: 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 黃克全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052863 金門現代詩人: 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 黃克全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4089 全球豪宅地圖. 2017 范昱麟採訪編輯 平裝 2

9789868444096 豪邸設計年鑑. 2017 何慧軒企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777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1, 聽力測驗信效度. 201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216784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2, 閱讀測驗信效度. 201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216791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3, 口語測驗信效度. 201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376303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4, 寫作測驗信效度. 201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376310 兒童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5, 聽力、閱讀測驗信效度. 2014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009 臺灣四周海域表層海流觀測年報. 103年度 賴堅戊計畫主持; 余昭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114 極地天堂: 該死上班族之殘酷青春物語 米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38 那就跳舞吧,在咖啡館 H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海洋中心TOROS團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樺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情書



9789869400145 慾望街右轉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52 臺北同棲生活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69 一個臺灣太監之死: 清代男童集體閹割事件簿 林育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78 星級教練出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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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9408318 貪玩美: 莫莉的享瘦塑身書 莫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87 瞬: 陳綺貞歌詞筆記 陳綺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92 吉他手的小動作 陳綺貞, 鍾成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39 Melody的小迷糊闖江湖 Melody(殷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77 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 李濠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88 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不用加班、不用存錢的滿足人生李濠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95 臺北捌玖零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830 尋找共同點 盧惠娟暨雪域智庫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8847 圖說西藏史 克勞德.亞庇(Claude Arpi)作; 蕭綾萱, 黃凱莉等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550 為什麼布列塔尼的豬比人多?: 用十道法國經典名菜,從歷史背景、食材風土到地方文化,解讀法國料理的起源與精髓松嶋啟介作; 王芳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67 味噌小丸子: 日本首席「味噌女孩」教你 95款小巧可愛、方便省時、創意多變,隨時隨地營養健康的新食法!藤本智子作; 許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574 飲食寫作: 暢銷美食作家養成大全: 全美最強寫作教師教你從部落格、食譜、專欄、評論、散文、小說,到社群經營與自由創業,成為備受矚目的飲食名家。黛安.雅各(Dianne Jacob)作; 王心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884 薑黃的神奇力量 蕭千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05 乳癌康復新希望 李明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12 英雄為何氣短?肺與肺病 陳晉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1636 神祝福的大豆人生: 感恩得意的微笑人生 陳世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43 消化問題大解惑. 2017 林肇堂等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50 標靶藥物治療的皮膚照護 朱家瑜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常常生活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808 花現仙洞 陳顥興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71607 易經哲學論壇 許永昌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9125 微商2.0打造月入百萬的微商新模式 魏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132 0-6歲小兒養育百科 朱愛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149 0-6歲小兒智能培育小百科 朱愛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156 千古祭廟: 歷代帝王廟與臣廟名 方士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163 八閩魅力: 福建文化特色與形態 羅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170 中國式股權: 股權合夥、股權眾籌、股權激勵壹本通包啟宏, 沈柏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187 中國支付行業的黃金時代. 上 馬晨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194 中國支付行業的黃金時代. 下 馬晨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00 九型人格與領導力密碼 汪華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217 人間天宮: 非凡造詣的媽祖廟宇 秦貝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24 互聯網+教育: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教育大變革 王晨, 劉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31 工業品營銷+ 丁興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48 互聯網+微媒體: 移動互聯時代的新媒體營銷密碼劉興隆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55 互聯網+酒店: 傳統酒店的戰略轉型營銷變革與管理重構李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62 互聯網+大數據精準營銷的利器 陳建英, 黃演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279 互聯網+影視: 打造多屏時代的影視生態圈 尤解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286 內部創業: 傳統企業的組織裂變、模式升級與管理變革張采明, 蔡余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293 互聯網+交通: 智能交通新革命時代來臨 趙光輝, 朱谷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309 互聯網+營銷: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營銷新玩法 劉華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316 互聯網金融大數據時代的金融革命 劉偉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基市生根文化創意協會



9789865989323 文武科舉: 科舉歷史與選拔制度 鐘雙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330 黃帝內經. 第七卷 黃勇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354 黃帝內經. 第八卷 黃勇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361 黃帝內經. 第九卷 黃勇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378 黃帝內經. 第十卷 黃勇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08 教練式管理: 用NLP技術喚醒員工潛能 範博仲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22 推在渠道 吳文輝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39 眾籌革命: 互聯網創業與融資實戰 雕爺等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46 互聯網+大金融: 新常態下的互聯網金融革命 紀海, 蔡余傑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53 演講與口才的邏輯: 明星講師是這樣煉成的 曉印, 肖瓊娜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60 家居建材門店老板的十堂課 裴智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77 黃帝內經. 第壹卷 黃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484 黃帝內經. 第三卷 黃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491 黃帝內經. 第四卷 黃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07 黃帝內經. 第五卷 黃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14 黃帝內經. 第六卷 黃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21 掌控微力: 企業微信營銷最新落地實操方案 陳建英, 褚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38 持續變革管理: 外力、沈浮和變革 王亞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69 再戰微電商: 微時代人人都能玩的掘金新模式 翁晉陽, 闞洪巖, 管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76 創富可以走直線: 白手創業者的系統創富之道 蘇鋒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83 再營銷: 用NLP突破性營銷系統構建全新盈利模式龐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90 漸行漸美: 聽怡彤老師聊職場 施怡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606 連鎖經營企業人力資源管控 李善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613 壹本書讀懂客戶心理: 挖掘客戶需求痛點,七步成交柯勝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644 就做不同: 活出真正的自己 蔣家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651 品牌革命: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品牌制勝之道 劉潤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668 太平盛世: 歷代盛世與開明之治 杜友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675 管理者的新商業思維 邢國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682 做內心強大的自己 李維卿, 蔡余傑, 劉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705 史記(第七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12 史記(第二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97 文化之美 日臻完善: 從漢半兩到五銖錢 曾勛, 鄭明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10 場景營銷: 大連接時代的“營銷顛覆者” 蔡余傑, 紀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34 場景革命: 萬物互聯時代的商業新格局 朱建良, 王鵬欣, 傅智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41 合夥人制: 顛覆傳統組織架構的管理新思維 蔡余傑, 紀海, 許嘉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58 心智的力量: 我是壹切事物的根源 鄧國弘, 張美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72 商業模式創新: 探索商業模式的未來之路 陳華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96 勝利反攻: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537 新眼光讀經: 福氣的源頭 王芳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544 少年新眼光讀經: 即使無花果樹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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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0645 重塑教會 法蘭克.威歐拉(Frank Viola)著; 顧華德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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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9964 國中英語會考保證班: 聽力滿分 齊斌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566 龍影回顧集. 上, 彤霞鴻飛 龍影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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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救世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8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9789869170970 隱頁書城 凱.麥亞( Kai Meyer)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31 2015-16第38屆地區年會報告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022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 第四期 李沃牆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011 火腿極限藝術展. 2016 黃韻軒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6011 火腿極限藝術展. 2016 黃韻軒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881 清號私房手札: 宋光清長號演奏法 宋光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0056 許朝森平常話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808 眼鏡旅人 眼鏡博士-Bi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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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眼鏡博士-Biso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符錄設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御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扶輪3460區2015-16總監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政治與經濟論叢編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636 樂聲響起 黃揚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102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19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26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33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40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57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64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30171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58719 學英文就是要用拆的 仲華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5542 全民登山論壇專文輯. 2016 陳慶章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96526 用幽默的方法,表達你的想法全集 文彥博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47 禁忌師. 7, 絕命大獵殺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1154 尋龍訣. 前傳. 1, 魁星踢斗 糖衣古典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61 極南之星. 第三部, 為王 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78 尋龍訣. 前傳. 2, 夜帝王陵 糖衣古典作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人世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登山讀書會

清歡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9789863891185 鬼剝皮全集: 火烷屍衣.神農地石 西秦邪少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192 你的未來,一定要活得比現在精采 楚映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08 時光機器 H.G.威爾斯作; 黛恩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15 宋朝,沒有你想的那麼孬. 卷一, 龍鳳爭霸 黃如一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22 宋朝,沒你想的那麼孬. 卷二, 金戈鐵馬 黃如一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239 西藏魔女. 3, 香巴拉聖女 飛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69 夜族繪卷. 肆, 鬼族卷 竹某人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76 摸金符之蛇皇鬼宮 西秦邪少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83 古國尋蹤 金萬藏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390 鬼跳崖全集 舌戰八方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06 西藏魔女. 5, 三眼族秘密 飛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13 西藏魔女. 6, 伏藏師大會 飛天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20 絕地狼煙. 3, 禁地香巴拉 趙大秀才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37 絕地狼煙. 4, 亞馬遜神廟 趙大秀才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44 尋龍訣. 前傳. 5, 阿房神宮 糖衣古典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51 尋龍訣. 前傳. 6, 始皇玄陵 糖衣古典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68 司馬懿吃三國. 卷一, 許都揚名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75 如果你不喜歡自己,誰會喜歡你 黎亦薰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82 惡質化物語. VOL.II: 孤高精靈X兩光傭兵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499 妖神譜. 卷一, 兼職神棍.妖怪混戰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34 我是陰陽師. 卷三, 孤井鬼童.獵屍行動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41 黃泉客棧. 3: 夜魔.邪偶.陰陽師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58 黃泉客棧. 4: 白狐.詭夢.封妖師 吳半仙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65 惡質化物語. VOL.III: 執事惡魔X霸氣劍客 草子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72 湘西邪術. 卷二, 黑苗禁術 瘋子唐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89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二, 辛亥前夜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796 司馬懿吃三國. 卷五, 絕代梟雄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02 妖神譜. 卷四, 四相之主.血染崑崙 西半球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19 充滿自信,就會帶來好運 江映雪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26 改變思路,就會找到出路 黎亦薰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33 盜墓異聞錄. 卷一, 血屍傳說.黃河鬼墓 謝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40 妖神譜. 卷五, 星力覺醒.貪狼因果 西半球作 平裝 1

9789863891857 司馬懿吃三國. 卷六, 爾虞我詐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64 我是陰陽師. 卷四, 必殺之局,喋血天下 崔走召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71 要搞定事情,先搞定人 陶然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888 別讓自卑害了你 容曉歌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1925 用機智代替憤怒全集 塞德娜編著 第1版2刷 其他 1

9789863892038 改變想法,就會有不一樣的活法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45 養鬼遊戲. 1, 陰魂不散 冰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52 養鬼遊戲. 2, 行屍走肉 冰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69 神魔之歌. 卷一: 山村鬼童.惡魔病毒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76 盜墓異聞錄. 卷三, 吳哥祕寶.龍神鬼船 謝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83 炮灰魔女要修仙. 卷三: 跨國搶婚集團來也! 小刀郡主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090 炮灰魔女要修仙. 卷四: 榮登人生勝利組? 小刀郡主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06 法醫昆蟲. 第一季: 蟲屍語 王文杰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2113 法醫昆蟲. 第一季: 蟲屍語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2120 司馬懿吃三國. 卷八, 皇圖霸業 李浩白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37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五: 雙雄角力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44 摸金校尉. 卷二, 地獄之城‧深淵鬼窟 西秦邪少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51 黃泉客棧. 7: 祭塔.聖蛇.黑無常 吳半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68 黃泉客棧. 8: 赤龍.妖王.修羅族 吳半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75 把話說進客戶的心裡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82 養鬼遊戲. 3, 屍兄屍姐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199 養鬼遊戲. 4, 極品惡魔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05 厚黑帝王趙匡胤全集: 俺好想當皇帝.玩的就是心機徒步中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12 微笑惡魔. 5: 穿越*未來與過去的交會 魔女星火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29 惡質化物語. VOL.IV: 黑暗法師x永生伯爵 草子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36 日本詭聞錄之1: 馱屍秘辛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43 日本詭聞錄之2: 蛇骨妖婆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50 神魔之歌. 卷二: 禁忌遊戲.鬼神封印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67 盜墓異聞錄. 卷四, 地冥血棺.獨龍古墓 謝迅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74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六: 激戰北洋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81 茅山天師. 卷一: 黑白屍煞.七星龍淵 趙公明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298 獵影. 上篇: 天師這條不歸路 玖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04 獵影. 中篇: 雛影養成計劃 玖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11 盜墓異聞錄. 卷五, 七星聚屍.百鬼禁地 謝迅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28 茶經密碼. 卷一, 佛海妖宅.茶王隱谷 金萬藏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35 日本詭聞錄之3: 地獄溫泉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42 日本詭聞錄之4: 血色墓園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59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七: 國體之爭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66 神魔之歌. 卷三: 天魔解體.羅剎現蹤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73 探靈筆錄之1: 密室凶案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80 探靈筆錄之2: 獵殺證人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397 茅山天師. 卷二: 降頭鬼術.奇人迭現 趙公明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03 法醫昆蟲. 第二季, 昆蟲證詞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2410 法醫昆蟲. 第二季, 昆蟲證詞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2427 民國,絕對和你想的不一樣. 卷八: 百日帝制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34 養鬼遊戲. 5, 屍魔本色 冰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41 養鬼遊戲. 6, 魂飛魄散 冰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58 茶經密碼. 卷二, 南洋怨杯.月泉九眼 金萬藏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65 活學活用孫子兵法全集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691 微笑惡魔. 2, 混亂*校園生活 魔女星火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05 愛情需要一點距離全集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12 用機智代替幼稚全集 塞德娜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50 罵人不必帶髒字全集 文彥博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67 鬼打牆全集 天下霸唱原著; 北嶺鬼盜續寫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74 用幽默代替沉默. 臨機應變篇 塞德娜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81 感謝折磨你的人全集. 面對逆境篇 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70298 學會放下,把握當下全集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04 日子難過,也要笑著過全集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11 把話說進心坎裡全集 陶然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66 放下就是快樂全集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73 用心追,宅男也能把正妹全集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93280 站在對方的角度說話全集 陶然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01 用幽默的方式,表達你的意思全集 文彥博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18 女人一定要愛自己全集 凌雲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25 活在當下,才能真正放下 千江月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32 感謝折磨你的人全集: 勇敢迎向那些折磨你的人和事凌越編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6

送存冊數共計：86

普天出版



9789869344449 改變心境,就能走出困境全集 黛恩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44456 用幽默的方法,表達你的想法全集 文彥博編著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7567 李賢康武術學. 內功篇、拳法篇、槍法篇 李賢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5405 The general Tian Wubeizhi: the Bubishi in Chinese martial arts historyDavid S. Nisan, Kang-Yi Liu[作] 平裝 1

9789869375412 清代易筋經珍本匯輯 周偉良, 張全海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47 地方鄉鎮觀光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第13屆林佳蓉, 陳信甫, 黃幸玲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54 「通識教育-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陳文媛, 梁耀輝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313 雲心書會書法集: 美哉斯土宜蘭. 桃園篇 游美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551 小人物傳奇體驗與啟示. 23 趙新吉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6730 餐旅法規: 餐旅業管理與實務案例 吳勉勤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文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心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景文科大旅遊系



9789577846754 餐飲安全衛生: 餐飲安全好危害風險少 文長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778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經營管理入門操作祕笈 吳勉勤, 張榮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792 獎勵旅遊 楊正情, 賴麗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440 二級新娘秘書檢定 賴美月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815 城市美學. 2016: 大學美育與公民素養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蔡昕璋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6175 第60封信 小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182 這是一本告白 卓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199 死不了的拉子 卓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718 遇見正緣: 從剩女變勝女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222 生命最大值 楊政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2935 手繪匈牙利 莊宏哲文圖.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942 日本四國自助超簡單 林幸樺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959 芝加哥自助超簡單 陳相甫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2966 無障礙,暢遊歐洲 貓栗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973 中東的美麗與哀愁: 以色列、約旦、巴勒斯坦 蔡晉甄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善因緣文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光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集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喜羊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226 我的學佛因緣與分享 增修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791 中國聖人觀人學 周文王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6807 大師的智慧: 成功者應具備的偉大思考 奧里森馬登(Orison Marden)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265 高級心臟救命術: 重點指引&精要解說 陳志中, 張朝煜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289 美容醫學 許延年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296 長期照護: 跨專業團隊整合暨案例分析 劉淑娟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735 洗錢防制查核實例演練: 黑名單與反資恐(含巴拿馬文件)交易查核黃秀鳳作 1版 其他 1

9789869272742 洗錢防制查核實例演練: 拆單轉帳與規避大額通貨申報交易查核黃秀鳳作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349 富不是命定,而是習性使然. 2 狄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356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25363 王不見王. 5, 定東陵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5370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25387 逢君正當時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言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傑克商業自動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9789869325394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3035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3004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3028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3042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83059 清穿日常 多木木多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3080 寵妻如令 霧矢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089 天上富爸爸 黃讌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702 韓流來襲: 你最想學的那些韓劇臺詞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719 原來如此: 課本上沒有的日語單字 雅典日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726 「腳麻了」怎麼說?你不能不學的日語常用句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733 臺北PAPAGO!跟老外介紹臺北 臧琪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740 菜韓文單字速查手冊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757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別錯過孩子成長的34件事李蓓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3764 生活英語萬用手冊 張瑜凌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53771 旅遊英語萬用手冊 張瑜凌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53788 累到爆炸: 全職媽媽不簡單 張曉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0588 搞懂27種工法您就是廚房高手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595 安心吃手工肉品 黃春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601 做菜用烤箱就搞定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黑門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467 Afterthoughts on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 胡志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470 拳民健身: 不出擊, 就出局!金牌泰拳教練教你超厲害的搏擊格鬥術洪宏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87 護「宮」醫師教您養好子宮不衰老 周宗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87 護「宮」醫師教您養好子宮不衰老 周宗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94 一本讀懂痛風飲食宜忌 張奉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0494 一本讀懂痛風飲食宜忌 張奉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305 一本讀懂癌症照護及預防保健 紀小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244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 2016第五屆 杜書毓, 游傳盛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355 我愛書畫簡聰敏專輯. 6 簡聰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000 班級經營: 理論知能與實務技巧 謝金青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707 六度萬行. 生活智慧 善知識文創文; 賴彥成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知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金學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開拓動漫

斐亞文化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257 教學發展暨經驗分享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藍孝勤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154 不抱怨哲學: 一本解決抱怨心態的勵志書 林志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85 天規: 社會走跳不可不知的24個生存定律 蘇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192 活出自己的女人最漂亮: 女人為自己創造幸福的110項修煉鄭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04 九型人格一本通: 瞭解自我、洞悉他人的秘訣 劉振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11 你認識誰,決定你是誰?: 支持你成功的12種人 賀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28 頂尖公關人員的10堂致勝課 劉義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35 寂寞的神奇力量: 耐得住寂寞的人最堅強 李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42 深層心理測驗 矇朦夫人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82359 深層心理測驗 矇朦夫人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806 熊讚牌蜂蜜 易昀作; 亨利達達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813 中國人應知的民俗常識(插圖本) 趙宗福, 梁家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1813 中國人應知的民俗常識(插圖本) 趙宗福, 梁家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808 食物重健: 上上醫的叮嚀. 2 張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1741 中華文化小百科. 五, 多彩漢語 蔣芳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1772 黑白道臺灣 潘松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926 職場英語: 辦公室閒談篇. (一)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33 職場英語: 裝備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40 職場英語: 求生指南篇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甦活全球網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華品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



9789869412957 職場英語: 辦公室閒談篇. (二)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64 用英語談天說地. 一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71 用英語談天說地. 二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88 用英語談天說地. 三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2995 用英語談天說地. 四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07 用英語談天說地 .五 甦活中英文編輯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14 臺灣美食華麗上菜. 1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21 臺灣美食華麗上菜 .2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38 臺灣美食華麗上菜 .3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45 美食也要國際化. 1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52 美食也要國際化. 2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69 美食也要國際化. 3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83 美食家私房地圖. 2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9290 阿忠師,重現酒家手路菜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01 阿南師: 我把宴席縮小了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18 阿基師: 教做菜,也教做人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25 Surfin ROC!與浪爭鋒: 衝浪天堂. 1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32 Surfin ROC!與浪爭鋒: 衝浪天堂. 2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49 妮妮、建仔「台灣雙星」的體育盛會. 1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56 妮妮、建仔「台灣 雙星」的體育盛會. 2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569 畫出完美心智圖超簡單: 30分鐘才能說清楚的事,一張圖就能一目了然趙胤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576 手作烘焙的幸福時光 凌尒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583 就這500句,生活英語全搞定! 艾瑞克, 潔西卡, 方振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0227 請你跟我這樣說,每天10分鐘的英文口語訓練! 王洛媛, Joseph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678 英文關鍵必備會話,老外天天都在說! 廖俞晴, 吳昀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708 Let's Go說走就走,帶著英文去旅行 Wenny Tsai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凱信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開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6473 孩子,我要你的未來比我更富有! 鍾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497 沒有好成績,就不可能有好成就?! 高至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10 每天聽一點日文: 單字&短句篇 上杉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565 用中文字音字形學50音,要你學會救不忘! 上杉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831 出發!袋著英語去旅行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893 擁有不抱怨的智慧,才能開創美好的人生 林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923 畢業不怕失業!: 除了學歷,你更需要的是職場即戰力王乾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947 成功學: 14堂正能量課,小人物也可以翻轉人生! 斯凱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6961 10年英語不白學: 日常英語無師自通 顧日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985 10年英語不白學: 社交英語無師自通 顧曰國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316 圖解九型人格 廖春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347 腸胃病飲食療法 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354 世界上最經典的500道思維名題 達夫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378 圖解經絡的祕密 唐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385 爸媽請聽我說話 王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392 圖解金剛經 鳩摩羅什原譯; 瓊那.諾布旺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408 給寶寶全營養的離乳食寶典 樂媽咪孕產育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415 圖解冥想 藍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422 圖解猶太人智慧書 羅秉新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443 天狗之舞 楊卓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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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黑桃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凱信企管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901 漢字的誘惑: 文字設計美學的千年奇幻之旅 陳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1918 數位創業聖經 廖建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99267 策略品牌管理 Kevin Lane Keller著; 徐世同編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9290340 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Gary Dessler著; 方世榮審校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9290371 行銷管理 Philip Kotler, Kevin Lane Keller作; 徐世同, 楊景傅編譯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9290388 管理科學導論 Bernard W. Taylor III著; 吳坤山, 張宏吉編譯 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901 食景練習: 來自波士頓的50道鄉愁之味 蔡佩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18 餐桌上的小廚師: Laga mat med barn!從產地、市集到餐桌,帶著小朋友一起學會北歐當季54道料理蘿瑞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25 讓照片變不同的100種提案 文喆珍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32 日本職場奇譚集 劉黎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49 在遠方醒來 謎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56 在城市的時間裡輕輕滴淌而下 伍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63 想入菲菲 袁艾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70 在世界的盡頭說: 我願意 謝怡芬, 吳宇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987 輕晨電的六年三夜 輕晨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10 Real line 賴琳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27 喝著鴨川清澈的水、再到北山走走吧 沈聖哲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1898 休閒概論 彭家源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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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格那企業

策馬天下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15359 雲海情濤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15540 雲海情濤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519 謎誌打狗高雄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3395 姓名學教科書 何榮柱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023425 行銷,說出故事力: 傳遞理念&商品價值的49個感召法則張宏裕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023432 一日完成の愛包計劃: 簡單x快速!輕鬆學會初學者OKの軟包、方形包、機能旅行包、休閒包化妝包、萬用包主婦與生活社授權;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449 Cotton friend手作誌: 輕盈顯瘦の冬著提案: 臉讚女孩の手作大衣×生活穿搭必備潮包BOUTIQUE社著; 瞿中蓮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456 自然簡約派の大人女子手作服: 自己作超舒適又時尚的28款連身裙.長版衫.裙褲.外套伊藤みちよ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463 超簡單!手織輕手感毛線衣: 基礎針法打造甜美時尚BOUTIQUE-SHA著; 林雅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470 stitch life青木和子の刺繡生活手帖: 與花草庭園相伴の美麗日常青木和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487 一本制霸!再也不怕縫拉鍊: 完美晉升手作職人の必藏教科書: 10款手作包拉鍊x4款洋裁拉鍊縫法All in one日本VOGUE社授權;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494 三人行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00 Patchwork拼布教室: Winter`s Love!拼布職人の暖心配色遊戲BOUTIQUE-SHA著; 瞿中蓮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17 毛線襪編織基本功: 基本款毛線襪編織超圖解 嶋田俊之著; 亞里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273 致青春: 我的記者大夢 馨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1280 翻轉時局: 贏家4.0心思維 謝秉吾, 馬先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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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智庫雲端

紫宸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菜根香



9789869250528 禪修的重要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380 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B2中高級試題彙編李秀真等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912 客房管理實務 謝希瑩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929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兼顧自然與人文保育的宏觀思維宋秉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936 餐旅會計: 財務分析與報表解讀 張志揚, 林和靜, 李文瑜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943 生命倫理 尉遲淦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950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梁亞文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551 臺灣1950世代詩人詩選集 陳皓, 陳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871 林宏信: 微量裂解的總和. 2016 林宏信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9888 黃頤勝: 包裝一場荒謬 初版 精裝 2

9789869279888 黃頤勝: 包裝一場荒謬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9895 對景觀心: 林煒翔個展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07 羅喬綾個展: 走路會到的地方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807 創造運氣彩券 殘障人士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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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創造運氣資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開朗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2596 生命的樂章: 心靈再造 王復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2596 生命的樂章: 心靈再造 王復蘇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358 化工製程強化 張一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02 保母核心課程之訓練教材 黃明發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457 社會脈絡環境下全人發展與行為 郭靜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64 心理學概論 郭靜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471 本質較安全設計 張一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488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蕭漢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186507 紀錄與真實: 「作家身影」紀錄片創作歷程 吳秀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364 邏輯式選修歷史總複習 吳品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371 學測考前大解密. 數學科 王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200 行萬里路 向世界學習 謝順景著 平裝 2

9789869358200 行萬里路 向世界學習 謝順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426 劉氏族譜 劉邦夏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惠森農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御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揚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253 視覺傳達設計的關鍵時代: 平面設計史教材 曾培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247 Kids English cafe. Level 1 Sofia Hua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064 一生難忘的餐廳(東京篇).大人的週末編輯嚴選: 頂級美味、服務一流、CP值最高的美食餐廳全攻略大人的週末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3095 東京品酒私藏散策: 極選推薦超過110家東京各類品酒美食餐廳大人的週末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8516 Travel for Fun旅日趣: 札幌.小樽.旭川.富良野.函館昭文社編輯部作; 林農凱, 蕭睦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523 韓國鐵道自由玩: 最完整的10條鐵路遊玩攻略 朴率姬著;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617 他們的摩登時代: 1911-1949民國攝影與畫報 陳學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3923 游遍天下旅遊指南工具書(專業級). 2016 游遍天下休閒事業有限公司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52836 幅迭.福疊: 當傳統中國工筆畫遇見曼陀羅之創作論述廖珮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52843 繁花翠舞: 多肉植物的曼陀羅世界 廖珮玲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視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富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遍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華英語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視傳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987 Growth Hack這樣做: 打破銷售天花板,企業最搶手的成長駭客實戰特訓班Xdit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692 Costco肉料理好食提案: 百萬網友都說讚!100道最想吃的肉類分裝、保存、調理包、精選食譜[附一次購物邀請證]Amy, Rachel著 平裝 1

9789869377119 北海道的幸福休日 傑利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7126 樂高小小世界. 2: 大小朋友的創意城市DIY(蓋房子、開汽車、動物大遊行)戴樂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133 福岡.別府.湯布院隨行聖經: 357+個樂遊景點圖解全攻略裵仁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140 孕媽咪的好孕教室 柯以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157 莎士比亞超圖解 凱若琳.吉約(Caroline Guillot)作; 范堯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164 一流開店方法論: 向日本風格設計鬼才學習/品牌/採購/陳列/策展/行銷/服務的關鍵山田遊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171 手作小幸福: MiWA.2玩布雜貨與橡皮章 MiWA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408 聖玄寶籙 玄昌, 郭南州纂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510 笛之道 胡結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2765 國際村系列中級會話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72 國際村系列中級閱讀. 上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89 國際村系列中級閱讀. 下 杜文田,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796 多元情境系列初階Level 1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02 多元情境系列進階Level 2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19 多元情境系列進階Level 1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26 多元情境系列初階Level 2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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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無極混元聖玄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琴園國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市集



9789865772833 多元情境系列進階Level 3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40 多元情境系列高階Level 2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57 多元情境系列高階Level 3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64 多元情境系列高階Level 1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71 多元情境系列初階Level 3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88 多元情境系列初階Level 5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895 多元情境系列初階Level 6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72901 多元情境系列初階Level 4 謝佳穎, 壹零壹作者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010 今天是 Mr.6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5003 今天是 Mr.6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434 水中風景 三澤遙作; 李柏黎中譯; 廖蕙芬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41465 美的顯影: 雄獅美術珍藏照片輯 黃長春撰述 初版 精裝 1

9789574741472 一起,東海岸: 共創的生活風景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643 救世者之樹: 52種職別情報速查寶典 天野, 建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50 日本超人氣的Cosplay玩家聖典: 化身動漫遊戲角色妝容&攝影技巧主婦之友インフォス情報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67 命運自己導航 卜掛DIY 鍾曜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74 師法國際奇幻插畫大師: Tahra art. 2 Kim Kyoung Hwan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7821 商務英語不NG: 70+關鍵單字這樣用就對了 關谷英里子著;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創新聚合文創志業



9789864340903 SOLIDWORKS Composer培訓教材(2016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238 Google地圖與Android應用程式開發 Raj Amal W.著; 黃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252 一天達成即戰力: 菜鳥也能變菁英的Excel教科書吉田拳著; 艾凡斯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05 Python機器學習 Sebastian Raschka著; 劉立民, 吳建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50 WordPress 4.0x無敵架站手冊: 架站新手都想擁有: 教你打造專屬完美網站Karol Król作; Pseri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67 Node.js設計模式 Mario Casciaro著; 柳百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74 職業駭客的告白. III部曲: C語言、組合語言與逆向工程的秘密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74 職業駭客的告白. III部曲: C語言、組合語言與逆向工程的秘密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81 Microsoft Azure雲端程式設計: 使用ASP.NET MVC開發蔡燕如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498 Excel 2016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504 Office 2016商務應用必學的16堂課 吳燦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511 快速精通Bootstrap Snig Bhaumik著; 詹志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28 Raspberry Pi輕鬆學: 遊戲創作x圖形描繪x音樂創作x程式設計xMinecraftx音樂播放器Carrie Anne Philbin著; 方可, 博碩文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35 Python+Spark 2.0+Hadoop機器學習與大數據分析實戰林大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42 解析Linux驅動程式設計 吳國偉, 姚琳, 畢成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59 Oracle PL/SQL程式設計 陳祥輝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566 用Drupal輕鬆架出商業網站: 網路商店x報名平臺x預約系統x拍賣平臺陳琨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73 職業駭客的修練: 機械碼與底層的把玩藝術 秋聲著 平裝 1

9789864341580 3D遊戲設計全攻略: 遊戲機制x關卡設計x鏡頭訣竅大野功二著; 支鵬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80 3D遊戲設計全攻略: 遊戲機制x關卡設計x鏡頭訣竅大野功二著; 支鵬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03 WordPress Plugins百大外掛精選 Pseric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1627 AutoCAD精準繪圖: 建築、土木、室內設計之應用彭世明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634 Windows Server 2016系統管理與伺服器建置 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41 Python輕鬆學: 遊戲設計初體驗 Craig Richardson著; 顧思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58 Python新手使用Django架站的16堂課 何敏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665 從零開始學Python程式設計 李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89 Mac活用萬事通: Sierra一本就學會! 蘋果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96 史上最強! LINE動態貼圖: 設計、行銷、經營必殺技吳宜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02 iOS 10 App程式設計實力超進化實戰攻略: 知名iOS教學部落格AppCoda作家親授實作關鍵技巧讓你不NG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19 最新行銷王: Facebook廣告没有說的業績倍增活用術岡弘和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33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認證家教育指南: 翻轉自主學習x協作分享的雲端教室何宇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40 輕鬆學Android應用程式設計 吳卓俊, 洪旭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757 職業駭客的修練. 指標實務篇: 從門外漢到職業駭客的最短路程,收錄作者心得精華秋聲, 黃志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95 深度學習快速入門: 使用TensorFlow Giancarlo Zaccone著; 傅運文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466 The handbook for life's journey Khenpo Tsultrim Lodro Rinpoche[作] 1st ed.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052 恐龍 Jung En Mi撰文; Yi Reun Bo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58 奇妙的動物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邱孟嫻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65 奇妙的身體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王偉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72 奇妙交通工具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C.Y.Lin翻譯 精裝 1

9789869285896 神奇的放大鏡: 動物奇觀 AZ Books編輯群撰文; AZ Books編輯群繪圖; 陳筱甯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386 料件品質保證精選版 翁田山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519 Arduino程式設計教學. 基礎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26 Arduino程式設計教學. 基礎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33 Ameba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40 Ameba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57 Ameba程式設計. 基礎篇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64 Ameba程式設計. 基礎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71 Ameba程式設計. 進階篇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88 Ameba程式設計. 進階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95 Ameba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01 Ameba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簡體中文版)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5

喇榮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112 幽波 林美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1530 刎頸之交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47 舐犢情深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54 緹縈救父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61 割席絕交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78 以貌取人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85 白雲親舍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592 東床快婿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08 急如星火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15 舉案齊眉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22 管鮑之交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39 慈烏反哺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46 孔融讓梨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53 煮豆燃萁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60 腳踏實地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677 綵衣娛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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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5813 花嶼村2號: 澎湖小島踏查筆記 鄭同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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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5899 什麼是政治行動? 帕特里斯.卡尼維(Patrice Canivez)作; 李沅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905 什麼是遊戲? 史鐵凡.休維爾(Stephane Chauvier)作; 蘇威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912 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 大不列顛COOP踏查報告陳怡樺文字; 陳郁玲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929 小小的穩定: 波蘭百年經典劇作選 維卡奇, 魯熱維奇, 瓦恰克作; 林蔚昀, 潘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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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開學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0

黑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9903 我的生活趣味物理知識 許銘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9910 透視神秘種族: 馬雅文化 闕淑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454 想像與順服: 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 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olle)著; 林正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461 無家者 李玟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6478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林奕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603 父親不知道的事 鍾依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80760 即學即說: 飯店英語 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80777 即學即說: 餐廳英語 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443 漫步臺灣島: 探索觀光工廠及旅宿故事 林玉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0443 漫步臺灣島: 探索觀光工廠及旅宿故事 林玉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0450 漫步臺灣島. 2, 探索絕美人文旅宿與餐廳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0467 漫步臺灣. 3: 尋訪最夯的伴手禮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0474 漫步臺灣. 4: 探訪人氣最夯的餐廳與旅宿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20481 世界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 用堅持走出人生路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0481 世界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3: 用堅持走出人生路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藤

送存冊數共計：6

智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343 微花之吟: 吳士偉水墨展 林慧峯主編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70365 健康促進. 第一部, 健康生活的維持與促進 Rebecca J. Donatelle作; 江麗玉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70457 失智症照護的創意溝通工具 Karrie Marshall著; 王亦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464 鳳凰涅槃: 短篇科幻小說選集 張之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525 智能障礙性教育: 性相關行為問題評量、介入與健康促進Robin Wilson, Michelle Burns作; 林純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532 江湖行 張之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549 媽媽的「發現」: 用蒙特梭利教育來學習-看待孩子的看法、幫助孩子的方法相良敦子作; 吳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556 幼兒發展學習的評量的輔導 Oralie McAfee, Deboran J. Leong, Elena Bodrova作; 廖鳳瑞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563 美國身心障礙教育糾紛解決法制與適應體育判例研究周俊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570 幼兒班級經營 周新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470587 課後照顧理論與實務 曾榮祥, 吳貞宜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470594 智能障礙 孫淑柔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00 老人生理變化: 概念與應用 Sue V. Saxon, Mary Jean Etten, Elizabeth A. Perkins作; 林伯岡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617 質性研究: 典範與實務 黃秀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24 啟彬老師行動教室: 36堂課即興解密. 旋律篇 謝啟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31 混齡教學: 偏鄉小校新風貌 陳聖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48 嬰幼兒日常生活與疾病照顧 黃品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55 嬰兒按摩與瑜伽 黃品欣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70662 韋瓦第的宗教儀式音樂: <>作品589之音樂詮釋與合唱演練指導田展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79 當代藝術發展與音樂美學 桑慧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686 行為功能評量、診斷與介入: 問題行為的行為分析取向─給教育與心理健康領域的完整系統Ennio Cipani, Keven M. Schock作; 鳳華等譯 平裝 1

9789864470709 建構主意觀點統整: 幼兒數學和科學創意教學法(含學齡兒童)Christine M Chaille, Sara McCormick Davis作; 周梅如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智囊團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紫藤廬



9789570437430 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1, 總務管理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447 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2, 人事管理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454 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3, 財會管理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461 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4, 銷售管理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478 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5, 工廠管理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485 企業規章應用範例. 6, 旅館管理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492 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1, 總務人事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08 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2, 財會銷售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15 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3, 工廠品質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22 企業表單應用範例. 4, 旅館餐廳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39 公開發行應用範例. 1, 會計制度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46 公開發行應用範例. 2, 內控制度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53 公開發行應用範例. 3, 內稽制度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560 ISO 9001應用範例. 1-3, 品質系統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0437584 ISO 9001應用範例. 1-3, 品質系統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0437577 ISO 9001應用範例. 1-3, 品質系統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0437591 企業契約應用範例. 1, 商務契約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607 企業契約應用範例. 2, 庶務契約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614 企業書信應用範例. 1, 商務書信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437621 企業書信應用範例. 2, 庶務書信 智囊團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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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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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8080 思考致富 陸京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097 壽險達人: 推銷之神原一平祕技 陸京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03 選擇的勇氣 孟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10 信念的魔力 布里斯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27 談判 林鋒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新Book House



9789869379434 人心破譯術 鮑菲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65 性格就是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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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56205 四季養生素食藥膳 康金龍, 蘇美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119 蘇菲: 道上的人 奧修(Osho)作; 嘎根(Gagan)譯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418126 蘇菲: 道上的人 奧修(Osho)作; 嘎根(Gagan)譯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418102 蘇菲: 道上的人 奧修(Osho)作; 嘎根(Gag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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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4506 墨翰八十: 劉政黨書藝. 第六輯 劉政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7400 老闆橫行霸愛 璵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17 人善變人妻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24 曖昧十年有成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31 夫人誘成親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48 悍妻在懷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55 嬌奴帶財來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62 人妻預備生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79 應徵金飯票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86 寵妳的美好時光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493 快教姨娘給我跪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09 表妹今世不當妾 寄秋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愚山齋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上的人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9789862887516 炮灰重生不退親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23 負二代富二代 璵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30 娘子請上轎 裘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47 媽咪逆轉勝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54 面試嬌妻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61 大亨的笨青梅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78 重生限定賴上你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85 老公好磨人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592 娶妻過三關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08 穿越來淘金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15 悖禮小媳婦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22 夫人的補湯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39 心尖上的冤家之姑娘賴婚不出閣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46 心尖上的冤家之嫡女求嫁自己來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53 心尖上的冤家之收編逆臣當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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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52460 10分好孕: 解孕期疼痛X產後輕鬆瘦 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477 365天媽媽牌愛心早餐. 上 多紹媽咪, 柳京娥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484 365天媽媽牌愛心早餐. 下 多紹媽咪, 柳京娥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207 對.味: 新天地阿媽歐蔡對一世紀的人生回味 歐蔡對口述; 楊焜顯, 李璇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219 ten to sen.從點到線: 清新.自然-刺繡人最愛の花草模樣手繡帖岡理恵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02 自然優雅.手織の麻繩手提袋＆肩背包 朝日新聞出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26 這個包不一樣!幾何圖形玩創意.超有個性的手作包27選日本ヴォーグ社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天地國際實業



9789869396233 溫柔療癒輕手作: 好想抱一下的軟QQ襪子娃娃 陳春金, KIM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062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經觀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409 數學 張淑婉, 張太山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1423 大學國文選 廖蒼洲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430 設計概論 曾芷琳, 吳宜真, 蕭淑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447 物理與生活 張振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454 初級會計學 邱天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461 交通法規 張士賢, 蘇文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478 醫護術語 劉明德等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1485 電子學實習. II 何啟堂, 杜肇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492 作業研究 劉明德, 柳克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508 生物技術概論 鍾竺均, 陳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515 物理實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物理教學小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1539 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 陳淨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546 物理性作業環境測定 陳淨修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553 企業經營診斷: 企業實務專題研究之應用 胡政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560 行政領導學 黎淑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577 人類發展學 李淑杏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1584 圖書館管理精義 廖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591 哲學概論: 哲理思辨一本通 黃鼎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607 旅遊規劃與設計 余曉玲, 張惠文, 楊明青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614 食物學. I 林秀卿, 林彥斌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1621 眼視光基本檢查技術 王朝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638 Arduino微控智學創新 程兆龍, 張義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1645 數學 謝哲仁, 陳進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652 病理學 王志生等合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0914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靜敏等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301287 中醫護理學概論 張曼玲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669 新例說-Altium Designer 張義和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1676 旅遊安全與危機處理 汪芷榆, 謝家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文京開發



9789864301683 蔬果切雕技法與盤飾 周振文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301690 民法概要 徐憶茹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1713 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必勝寶典 Michael Tai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720 商事法 陳櫻琴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744 化學 徐惠麗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751 有機化學 曹文正,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768 最新版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一). 2017 黃芳謙等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775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 陳潔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1799 化學實驗. 環境保護篇 廖明淵, 沈福銘, 駱詩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1805 氣膠技術學 王秋森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812 統計學: 以Microsoft Excel為例 馬秀蘭, 吳德邦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1829 臨床生物化學 徐慧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843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實務演示全攻略歐美琳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850 內外科護理技術 陳敏麗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1867 流行病學 黃彬芳, 陳美伶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301874 觀光地理 林孟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881 國際禮儀 連娟瓏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1898 弟子規讀本 黃宜婷, 林佳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904 數控工具機與實習 邱仕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911 新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李金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928 機械設計 張振龍, 李宗乙, 陳文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935 專業美甲彩繪與護理: 創意魔法書 陳美均, 許妙琪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942 綠色能源科技 鍾金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1959 寵物達人引領你進入寵物業 郭展銓, 張御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966 生理與心理的對話: 談精神健康與疾病 李意旻, 莊曜禎, 吳泰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973 配鏡學: 眼鏡材料加工基礎與應用 王玲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980 眼睛解剖生理及常見疾病概論 蘇俊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1997 視光學概論 王光霽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000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 學術科試題精析 吳青華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2017 實用不動產稅法精義 李佩芬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2024 HACCP理論與實務 汪復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2031 觀光行政法規實務與理論 謝世宗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048 咖啡概論 王信鈞, 吳涵君, 胡朝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055 最新CNS基本圖學 劉季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2062 智慧型機器人實作: 使用FPGA 廖裕評, 陸瑞強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207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 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086 實務應用文 陳昭昭等編著; 汪中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093 現代零售管理新論: 門市與零售管理 胡政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109 中國大陸研究 彭思舟等編著; 張五岳主編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2116 觀光行政法規 汪芷榆, 謝家豪編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2123 隱形眼鏡驗配技術 陳浩主編; 陳惠伶編修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130 視覺光學 林世宏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147 觀光日語 鍾國揆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2154 資料結構 陳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161 民主法治與生活 趙學維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178 配鏡學 瞿佳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185 化學魔術體驗 楊天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192 自動控制 楊基鑫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2208 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 朱介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215 民法: 本土案例式教材 王國治, 徐名駒, 鄭錦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239 急症護理 韓晶彥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2253 振動學 吳佳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277 快學89S51-C: 新手上路 江戶川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2291 低視力與視覺輔具技術 亢曉麗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286 自助遊一本就GO!曼谷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93 一次就做對!全圖解正位瑜伽教科書 美梓作 平裝 1

9789869397902 自助遊一本就GO!新加坡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397919 自助遊一本就GO!紐約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397926 細讀三國 羅貫中原著 平裝 1

9789869397933 自助遊一本就GO!倫敦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3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經史子集



9789863911524 指數期貨技術分析: 智者因一棵蔥而擁有一片林愚者為一棵神木放棄一片林班廷(Grant Bant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48 遇見百分百賺的K線: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熊暴賺: 霸者之道哈里斯(Nicola Harr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79 人生最大的風險: 就是低檔從不冒險坐失鐵斧變金斧的機會奧斯本(Willy Osbor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93 K線大君盡人之財: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梅伊(Jonathan Ma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16 獨門獨特獨到的致富方程式: 被眾人所信任是比被貴人喜愛還更大的贊許潘斯(Charles Pen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30 財運輪流轉今年到我這: 投資的巨輪說翻不翻投機的小船說沉就沉吉布森(Harry Gib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47 富爸爸窮爸爸機會x選擇: 如果你那一套很有用你將得到五燈獎的幾個燈麥克.李(Mike Le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78 史上最強投資筆記: 我永遠信奉做事愈少賺錢愈賺愈多的道理卡麥隆(Susan Camer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85 地表最強投資K線: 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那麼最好的情況就會來臨司徒琴(Peter Sturge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92 酒田K線七法錢滾錢: 許多東西擦肩而過就像一場注定沒有歸途的愛情圖斯克(Donald Tus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22 神秘K線金眼睛: 要成就偉大的事業一個人必須既勤奮又悠閒克里格(Mike Kriege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39 富爸爸窮爸爸K線: 雖不能成為富人的後代但可以成為富人的祖先李察遜(John Richard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53 富爸爸窮爸爸一碗米一斗米: 這就是我的直覺: 沒有比無知的朋友更危險的了亞菈遜(Theresa Alli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06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一條船如果沒有壓艙物就不能穩定的朝目標前進樓蘭摩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44 知人知面又知心三兆頭: 他們故意向我們說真心話然後設下重重圈套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51 斑痣紋痕毛髮洩天機: 傻瓜不會閉上他們的嘴 騙子不會閉上他們的口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11086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林會長文瑞就職2周年特刊 劉廷臣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132 百年縱橫高道生 林昌湘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548 五重溪谷之城與莊: 安坑的空間歷史書寫 夏聖禮, 高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文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水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農田水利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552 悅讀: 淡水河岸的學習記事. 2 王志明等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667 回家 靈歸圓: 活靈活現. 第十二部 向立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601 七月半. 一 ∞0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618 我是獨角獸 1 澈總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5625 床底下的怪獸 某N°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5632 退休的勇者們 霖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5649 星耀學園 御村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5656 龍朝大都 BARZ J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663 魔法婚約 不理不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5670 無常鬼 Nofi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5687 實驗品家庭 Yan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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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56442 岩盤工程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0418 獨立中文筆會作品年鑑 獨立中文筆會年鑑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8820432 當信任幻滅時 克里希納南達(Krishnananda Trobe), 阿曼娜(Amana Trobe)著; 莎薇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0470 擁抱你的內在小孩 克里希納南達(Krishnananda Trobe), 阿曼娜(Amana Trobe)著; 方志華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0487 放逐的凝視: 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文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61755 在土星的光環下: 蘇珊桑塔格紀念文選 貝嶺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義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傾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尼曼數位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221 簡明萬年黃曆 薛允通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238 福德正神金經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58245 瑞成實用萬年曆 薛允通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252 思益梵天所問經 姚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58269 陽宅風水指南. 2017 胡肇台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49 聖地地理: 應許之地與埃及 Jeffery P. Miller作; 呂榮輝, 張百路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856 有元葉子的野菜教室: 一次弄懂30種蔬菜及158道美味蔬食料理有元葉子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870 陷阱 梅蘭妮.拉貝(Melanie Raabe)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887 漫畫原來要這樣看 史考特.勞克勞德(Scott McCloud)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403 傑琪的初戀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5410 傑琪的寶貝 相原博之作; 足立奈實繪;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5427 長腿叔叔 琴.韋伯斯特(Jean Webster)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8396 【圖解,一看就會做】居家照護全方位手冊 米山淑子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6968402 【圖解,一看就會做】居家照護全方位手冊 米山淑子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6968419 都是自律神經惹的禍: 體重篇 郭育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419 都是自律神經惹的禍: 體重篇 郭育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426 發炎,並不是件壞事: 陳俊旭博士的抗發炎.治百病寶典陳俊旭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6968433 過敏,原來可以根治!: 陳俊旭博士的抗過敏寶典 陳俊旭作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自然主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聖光神學院



9789576968440 健檢做完,然後呢?: 從自然醫學觀點,拆解數字真相,掌握對症處方,找回健康!陳俊旭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968457 孩子的能力,決定在爸爸的小習慣 清水克彥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464 不生病,食在很簡單 陳俊旭, 陳怡靜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968488 吃錯了,當然會生病!: 陳俊旭博士的健康飲食寶典陳俊旭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6068 澄懷味象: 新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第十一屆一0五年邱炳亮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233 福爾摩莎詩選 李魁賢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103 升學導航: 12年國教真實揭露 基北區. 106 黃偉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704 將進酒,飲淡泊。 Mr./Miss Bartenders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7731 墨佬街一號 賴鐸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765 中如珠寶.典藏 辛延蓉, 蔡良輝文字撰寫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照玩行動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典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技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雋刻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邦企管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46 我的小提琴樂理練習本. 第二冊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1846 我的小提琴樂理練習本. 第二冊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909 蓮瑚物語. 1: 顛影魔境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文 1版 平裝 1

9789869398909 蓮瑚物語. 1: 顛影魔境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文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856 從現代教育試析普賢行願品 楊永慶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99663 林慶彰教授著作目錄(一九七五-二0一五年六月)張晏瑞, 陳水福原編; 廖威茗增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04 承先啟後: 王業鍵院士紀念論文集 陳慈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259 放龜禪 古添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303 司馬遷的經濟史與經濟思想: 中國的自由經濟主義者趙善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341 <>領導思維與學校領導 毛金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518 自覺、探索與開拓: 少年小說論集 許建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835 杏林筆記 賴其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842 小動作、大智慧: 生活教育指導手冊 慈大附中附幼教師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859 美人文.善人生: 慈大附中慈濟人文教材專書(國小部)朱紹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店華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芽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聖狐動漫工作室



9789866292866 世界藍圖 臺灣願景: 預約TAIWAN美好未來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92873 拾穗: 行過3650日生命路 臺中慈濟醫院公共傳播室撰文攝影; 經典雜誌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880 考古臺灣: 穿越時空的蒐尋、解謎與保存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217 中原ちひろ 中原ちひ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200 中原ちひろ 中原ちひろ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059 抄寫員巴托比水手比利.巴德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著; 林家任, 廖彥博譯 平裝 1

9789869309066 星火: 閱讀札記. III 楊照著 精裝 1

9789869309066 星火: 閱讀札記. III 楊照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49127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總則篇 李允呈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093 攻略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116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130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保成法學苑編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154 警察考試法典 程譯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161 攻略大法官解釋體系地圖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208 80/20法則: 刑法分/爭1次解決. 總則篇 柳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215 行政法(測驗題庫) 林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222 國考三.四等: 4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239 明白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246 警察特考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253 黎民老師開講: 強制執行法 順 黎民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260 消防警察情境實務 陳澔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277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 陳澔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群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傳承藝術中心



9789864810291 警專入學考試: 物理重點速記 張力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307 行政法(測驗題庫)(高普特考) 林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314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丙組) 保成名師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0321 明白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338 憲法-24組測驗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345 與刑事訴訟法有約解題趣 一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352 警察學 紀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369 警察政策 紀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376 明白犯罪學 王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383 司法特考憲法 郭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390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406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413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420 警察勤務必讀Q&A 程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437 明白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444 民事訴訟法概要 趙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499 民事訴訟法: 實務見解體系書 李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505 監獄學 王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512 羅森刑事辯護現場系列: 香蕉師傅的DNA 李威臻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529 與民法有約 解題趣. 總則篇 苗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536 監獄行刑法 霍華德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0543 3Q刑法破題書 紀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550 刑事訴訟法: 體系表 許睿元, 許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567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 許願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0574 80/20法則 刑法分/爭1次解決. 分則篇 柳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581 國考英文字彙一把抓 英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0598 民法: 實務見解體系書 歐弗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604 書記官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0611 3Q法院組織法破題書 林沛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0628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0635 監獄官.監所管理員: 歷屆試題全解 霍華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0642 與民事訴訟法有約: 解題趣 何臻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0659 行政法: 實務見解體系書 徐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666 明白民事訴訟法體系表 趙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673 3Q基礎型 強制執行法-破題書 施行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680 關稅法務.財稅法務: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697 民事訴訟法: 破題書 浩瀚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703 犯罪偵查 樵林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727 老師開講 智慧財產權法 科 裴騰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0734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 董謙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0741 刑事訴訟法: 實務見解體系書 莫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758 錄事.庭務員: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765 3Q犯罪學: 破題書 王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772 民法總則: 訣 廖毅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789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完全攻略 楊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421 靈魂的回音: 光的彼端、靈魂的生死,以及死後的生命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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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9355452 天哪!不會是卡到阿飄吧?!: Eddie老師教你用自我檢測和保健之道,向擾人的能量說掰掰!唐源笙著 其他 1

9789869355469 接受你的期待成空: 走出愛情、工作與生活的期待落空不適症,將生命的煤灰轉化為鑽石克麗絲汀.哈斯勒(Christine Hassler)著 ; 謝明憲譯 其他 1

9789869355476 愛從接納自己開始: 發現愛,深入關係,到與萬物合一的旅程巴觀(Sri Bhagavan)著 ; 傅國倫編譯 其他 1

9789869355483 與你的指導靈成為好麻吉: 8週學會陽光通靈課程李天民作 其他 1

9789869355490 與你的內心小孩成為好麻吉: 情緒療癒的八個強效配方李天民著 其他 1

9789869420907 啟動你內在的成功密碼: 發現天命、迎向豐盛,與宇宙共同創造你渴望的生活巴觀(Sri Bhagavan)著; 傅國倫編譯 其他 1

9789869420914 頻率對了,愛情不請自來!: 提升愛情能量的62個心靈處方李天民著 其他 1

9789869420938 我們真的有靈魂嗎?: 死亡不是真的,暖心靈媒大師的靈境導覽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945 成為專業塔羅師,你該深入的占卜密技: 不只解牌,還教你讀心,一次完成占卜諮商的升級修鍊!宇色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236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線性代數. 2017(105年試題) 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37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離散數學). 2016(105年試題) 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393 流體力學新傳 林禾, 林韋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2454 消防安全設備: 避難系統 何岫璁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鼎茂圖書



9789863452461 通路管理: 行銷策略與企劃實戰案例 戴國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2478 行銷管理: 實戰指南與精華理論 戴國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2485 高普特考講重點電機機械 孫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2508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電子學. 2017(105年試題) 劉明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515 加盟品牌成立聖經 桂世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522 消防安全設備: 警報系統 何岫璁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254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英文). 2017(105年試題) Alice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560 熱力學與熱機學 李祥編著 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2577 鐵路特考. 2017: 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103-105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584 TRIZ萃智: 系統性創新理論與應用 宋明弘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452591 高普特考講重點(世界文化史) 丁永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2607 臺電雇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類). 2017(96-105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14 警察考試. 2017: 試題大補帖(行政警察人員)普通+專業(103-105年試題)三、四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38 消防法規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452645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子工程類). 2017 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52 鐵路特考: 試題大補帖(電力工程類). 2017 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69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工程數學2. 2017(105年試題)周易, 程逸, 張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7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017(105年試題)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8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計算機概論(商). 2017(105年試題)張逸, 劉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690 臺電雇員試題大補帖(電類)共同+專業. 2017(101-105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0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管理學). 2017(105年試題) 張承, 張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2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適用電機所、電子所、電信所、光電所、通訊所. 2017(105年試題)周易, 程逸, 張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44 高普特考講重點流體力學 林禾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2751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運輸營業類)普通+專業. 2017(102-105試題)李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75 消防警察四等試題精解. 100-105年 李明峯, 李政昌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82 臺電雇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 2017(97-105年試題)紫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799 火災學 陳弘毅, 紀人豪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452805 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吳喨生, 潘日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281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017(105年試題) 楚瀚, 張翔, 徐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67 消防滅火設備: 化學系統 何岫璁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935 專技特考消防設備師試題精解. 101-105年 李明峯, 李政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2966 消防警察三等試題精解. 100-105年 李明峯, 李政昌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382 生活力!-The Lifestyle Guide Book-跨界生活大師用盡心基,教你打造生活品味"絕對質"林國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28 夢幻百變甜心: 張楚珊個人寫真33's the first Album張楚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35 雪碧Sprite 雪碧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6794 蔣介石、宋美齡的禮物政治學 安淑萍, 王長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5827 X!為何我又站在雪地上? 陶晶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5957 李遠哲傳 藍麗娟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3

9789861336008 六巡者 盧基揚年科(Sergey Lukianenko)著; 鄢定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015 播磨丸 李旺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022 決戰王妃外傳. 2: 璀璨待續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張靜惟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039 吉娜兒的愛情Café: 妳永遠可以愛得更美好 吉娜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046 為愛,竭盡所能: 弱勢權益推手陳節如的奮戰之路陳節如口述; 陳昭如執筆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053 地表最速50音學習法: 一魚兩吃,過目不忘 呂宗昕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36060 原來這才是生活的本質: 觸動瑞典人,活出好日子的練習麥茲.畢馬克, 蘇姍.畢馬克著;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426 臺灣學術龍頭的墮落與卑賤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507 新多益閱讀搶秒奪分挑戰650實戰攻略 林維新, 王郁琪, 林宏志編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楷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新高地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傳記文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1593 創建新世紀: 奇幻世界建築設計講座 羅伯.亞歷山大作; 賈鵬譯 平裝 1

9789863771999 圖解中國園林 王其鈞作 平裝 1

9789863772002 切割、接著、打磨、塗裝!模型製作工具應用大全森慎二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071 腦SPECT/PETの臨床探索 西村恒彥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18 超級圖解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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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2125 鍛鍊思考力: 提升判斷、預測、邏輯的大腦革新術白取春彥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32 景觀模型的創造與製作 奧川泰弘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72149 日本名宅平面配置解剖圖鑑 大井隆弘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56 鐮倉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63 健美金牌的增肌剷脂大作戰 岡田隆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70 基礎棒針教科書 森岡圭介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87 菜鳥職力鍛鍊所 川下和彥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194 大阪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00 木山春代的花卉MOLA貼布繡&蕾絲花樣MOLA 木山春代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17 街頭徒手健身聖經極限單槓 艾爾.卡瓦德羅作;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24 高齡貓照護解剖圖鑑 服部幸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31 每日、每週、每月的手帳塗鴉練習帖 竹永繪里, 愛川空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48 這樣吃,通血管 池谷敏郎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55 超圖解經濟大入門 平野和之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62 插畫地圖藝術 約翰.羅門作; 何佳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79 頂尖人士的職場武器: 99%人忽略的1%領導訣竅!河野英太郎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86 究極手帳選擇&使用指南 日本手帖會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293 簡筆插畫BOOK. 10,可愛原子筆塗鴉一點通 mogerin著; 黃筱涵譯 平裝 1

9789863772316 街頭徒手健身聖經極限肌力 艾爾.卡瓦德羅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23 皮革工藝. vol.33, 日用皮革小物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30 人生就是要精彩 水野敬也, 長沼直樹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15 中國建築圖解詞典: 看見古建築細節之美 王其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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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送存冊數共計：27

煒晟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2

楓書坊文化



9789868877030 印尼人下廚不求人 Mandy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7030 印尼人下廚不求人 Mandy C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1326 美國綠建築專業人員LEED-AP BD+C建築設計與施工應考攻略江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647 New TOEIC 900分必備: 多益閱讀高分密技 金正旻著; 張雅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654 New TOEIC 900分必備: 新多益閱讀實戰練習12回姜辰午, 嫝元基著; Alice I. H.Ch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661 New TOEIC 900分必備: 新多益聽力實戰練習12回Tommy著; 邱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913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 孫宏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761937 圖解密碼學與比特幣原理 結城浩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951 網路+大數據: 精準行銷的利器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968 風景攝影達人不藏私. 2, 晨昏、縮時攝影竅門大公開林世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975 MAKE: 3D列印專題: 玩具、機器人、工具自己印Brook Drumm等原著; Cavedu團隊,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999 漫畫圖解英語通: 時態.假設語氣用法超速成! David Thayne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02 漫畫圖解英語通: 動詞用法超速成! David Thayne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19 漫畫圖解英語通: 形容詞.副詞用法超速成! David Thayne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33 iOS 10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3 + Apple Watch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71 Autodesk AutpCAD 2016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 邱聰倚, 姚家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088 Autodesk 3ds Max 2016基礎建模與動畫設計 黃義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255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LibreOffice解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262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286 就這樣愛上iPhone 7/iPad與 iSO 10: 果粉輕鬆玩透必備230技Apple超級玩家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309 漫畫圖解英語通: 介系詞用法超速成! David Thayne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323 挑戰PHP7/MySQL程式設計與超強專題特訓班 黃信溢,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378 專案管理: 結合實務與專案管理師認證 劉文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2392 Googe Hacking精實技法 陳明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08 Music Maker 21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配音、配樂與音效超強全應用林逸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15 學會Swift3程式設計的21堂課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39 你所不知道的JS: 非同步處理與效能 Kyle Simpson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46 花體美字戀習書: 日本花體字天后為您帶來最美的英文書寫技法與生活應用藝術!小田原真喜子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53 Git團隊使用手冊 Emma Jane Hogbin Westby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60 JavaScript學習手冊 Ethan Brown原著; 賴屹民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碁峰資訊



9789864762477 TQC+電腦輔助平面製圖認證指南解題秘笈: AutoCAD 2016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484 區塊鏈商業應用: 次世代網路技術的前景、實踐與應用William Mougayarm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14 Effective Debugging中文版: 軟體與系統除錯的66個具體作法Diomidis Spinellis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21 Python初學特訓班 黃信溢, 文淵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38 餐飲資訊管理系統: ERP學會餐飲資訊系統認證教材莊玉成等箸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545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Sierra對應版) 吳威漢, 胡智華, 蔡詠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69 LINE原創貼圖自己畫 漂漂老師, 蔡雅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576 Yocto for Raspberry Pi: 打造IoT與嵌入式系統 Pierre-Jean Texier, Petter Mabacker原著; 江良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83 Excel 2016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善用資料圖表X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90 簡單畫,就可愛!: 讓韓國粉絲瘋傳的塗鴉畫畫法 金仁浩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06 PHP學習手冊 David Sklar原著; 張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13 高效率資料分析: 使用Python Clinton W. Brownley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20 Unity 3D遊戲設計實戰 邱勇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637 演算法技術手冊 George T. Heineman, Gary Pollice, Stanley Selkowm原著; 陳仁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68 React啟動與運行 Stoyan Stefanov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75 鍛鍊你的數學腦: 讓你寫出簡單快速的69道解題程式增井敏克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82 精實企業: 高績效組織如何達成創新規模化 Jez Humble, Joanne Molesky, Barry O'Reilly原著; 黃詩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699 管理資訊系統. 2017 朱海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705 Word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712 1小時稱霸朋友圈的色鉛筆3D塗鴉練習本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729 Python自動化的樂趣: 搞定重複瑣碎&單調無聊的工作AI Sweigart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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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2811 ERP企業資源規劃基礎檢定教材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828 會聲會影X9創新影音剪輯實戰錄 蔡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835 網路行銷懶人包: 影片、直播、貼文、圖片、故事 一次搞懂不見面就成交的內容行銷術!劉奶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873 SQL Server資料採礦與商業智慧: 適用SQL Server 2016/2014謝邦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880 第一次用Windows 10就上手威力加強版: 快速安裝x雲端應用x系統調校(涵蓋1607年度更新版)孫維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897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6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903 Excel VBA即戰力速成班 恒盛杰資訊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927 Exchange Server 2016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資安防護x高可用性x法遵管理x混合雲架構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941 Music Maker 21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配音、配樂與音效超強全應用林逸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958 Autodesk 3ds Max 2016基礎建模與動畫設計 黃義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965 Effective Debugging中文版: 軟體與系統除錯的66個具體作法Diomidis Spinellis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972 Acrobat PDF工作現場活用術 山口真弘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989 中老年人愛用APP全收錄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996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6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009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63016 PowerPoint活用術: 打動人心,說服客戶的簡報術 菅野誠二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023 Autodesk AutoCAD 2016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 邱聰倚, 姚家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030 CorelDRAW X8創意設計不設限 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047 iOS 10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3+Apple Watch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054 SQL Server 2016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 陳會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108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6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184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S6(附PhotoImpact解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3191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106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07 TQC+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認證指南: AutoCAD 201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99 Raspberry Pi實例應用集 河野悅昌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405 管理資訊系統. 2017 朱海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412 不再聽不懂!圖解網站建置與開發 松村慎等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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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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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3511 認識虛擬化技術的第一本書 高岡将, 高添修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535 餐飲資訊管理系統: ERP學會餐飲資訊系統認證教材莊玉成等箸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3559 風景攝影達人不藏私. 2, 晨昏、縮時攝影竅門大公開林世忠著 其他 1

978986476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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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3573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6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580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106年啟用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4763597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 孫宏明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3603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6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4763610 單燈神技: 小閃燈的極限運用 Tilo Gockel原著; 若揚其譯 其他 1

9789864763627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6試題) 林文恭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4763634 SketchUp 2016室內設計速繪與V-Ray絕佳亮眼彩現邱聰倚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101 宇宙世紀的機動兵器. 2, 英雄坐駕 新鋼彈篇 殘黨主席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90

愛倫戴爾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53 試論天理之根源、萬物之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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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4319 六堆風雲傳三部曲: 碧血丹青 張重金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4326 縛靈 笭菁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4727 iPhone7+iOS 10達人揭密!隱藏功能&最強活用完全公開呂哲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3438 人體解剖全書 安德魯.貝爾(Andrew Biel)著; 謝伯讓, 高蕙涵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700999 哪個顏色不一樣 艾諾-麥嘉 梅索拉作; 繪出英文力Wendy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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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01231 第一次做糖霜餅乾! 日本Saloneze協會作; 林農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48 最強貓咪讀心術 教你完全掌握貓咪的心情! 愛貓之友會作;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55 讓迷你臘腸感到最快樂的飼養&調教法 內田恵子作;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62 100款花型奶油糖霜 瓦萊麗.凡萊里亞諾, 克麗絲汀娜.王作; 陳韻如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79 新手學種菜; 62種常見蔬菜栽種攻略 酒川香監修;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86 咖啡達人的拉花教室 篠崎好治監修;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293 誰都看得懂的統計學超圖解 涌井良幸, 涌井貞美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316 安德魯.貝爾作品集 安德魯.貝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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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嗨森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腦人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9789869216210 百萬部落客教你如何月入百萬: 竹科新跪從無薪假到財務自由的創富筆記Jerry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6265 放逐色彩,暢遊青春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62 最好的醫生就在你體內: 免疫細胞治療帶你戰勝癌症光輝生命醫學股份有限公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7793 從夫妻宮透視愛情與婚姻: 打造上等人生,先學會分辨是愛情?還是業障?郭德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2118 猶太人與世界 徐永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2132 歲月如歌: 百褶裙的花季 奕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149 等待回家 長千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32156 親愛的,你很好: 那些年我和PTSD相處的奇異之旅鍾絲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2163 拜拜哪有這麼難: 廟宇囝仔486談被遺忘的習俗 陳延昶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4281 廣告副作用. 藝文篇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4298 廣告副作用. 商業篇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400 廣告敗物教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2417 虛擬國境 李欣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140 京都: 茶室名庭巡禮 鄭亞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169 晨光中的幸福 鶖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76 初戀保存期限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83 打雜學妹 淡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6190 見見前男友 童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04 相逢狹路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11 玫瑰戰士 泠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28 相知那個人 沙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35 卿本怪人 余宛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42 朋朋 艾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59 我愛的人 攸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80 新俠龍戲鳳 沈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97 新傲龍戲鳳 林如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萬達盛



9789869422703 新浪龍戲鳳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10 新花龍戲鳳 席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434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441 聖經和合本/直排紅字神版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496 與神的性情有分: 神化在基督教傳統的歷史與發展克里斯登森(Michael J. Christensen), 威頓(Jeffery A. Wittung)編著; 謝仁壽, 周復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502 屬靈認知與屬靈生命: 倪柝聲與靈修傳統的對話吳東生著; 吳東生, 于卉, 劉陽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60 笑話與名言選集 曾玉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160 笑話與名言選集 曾玉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408 媽媽!我不是問題小孩,只是皮了點!: 特殊小孩也能比一般孩子更優秀,懂得5大原則,就可以讓孩子靜心,專心、情緒穩定,爸媽再不頭痛司馬理英子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415 這樣做麵包一定會失敗!直接破解絕對NG的關鍵步驟, 新手入門也能精準掌握訣竅, 做出美味好吃的大師級麵包!彭士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422 烹。煮。環球餐桌尋味之旅!跟著星級大廚一次學會五大洲32個國家的特色美食瑪莉詠.吉瑪(Marion Guillemard)作; 江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439 孩子的專心溜走了: 爸媽有話好好說,幫ADHD的孩子把專注力找回來,才能看見他們的優點司馬理英子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605 得贖脫離貧窮、疾病和靈裡的死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906 形式與規則 王明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落塵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跨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新裕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9915 大圓滿傳承源流: 藍寶石 紐修堪仁波切蔣揚多傑作; 耶謝桑波仁波切譯文監修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6691 浮世物哀: 時尚與多向度身體 方太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745 都是孔子惹的禍? 魏得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13 美感典藏: 近代藝術大師的致命吸引力 曾長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99 蕭萐父評傳 湘人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6311 未果的差事 郭品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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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6368 盲目的肉食主義: 我們愛狗卻吃豬、穿牛皮? 梅樂妮.喬伊(Melanie Joy)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75 尋找新樂園: 只用剪刀漿糊、超越谷歌與臉書的<>出版神話佛萊德.泰納(Fred Turner)著; 謝汝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82 那些異國玩意兒: 大航海時代探索世界的第一手記事克萊兒.考克-斯塔基(Claire Cock-Starkey)著; 吳煒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6399 關鍵轉折: 內容媒體的科技轉型之路 麥可.夏皮羅(Michael Shapiro), 安娜.希亞特(Anna Hiatt)著; 王寶翔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9753 記憶與光照: 視像凝結與圖像再造的對話 范晏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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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樂園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蜃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慧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1088 天機法師演講集. 三, 管理事業、管理自身、管理自心天機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511095 天機法師法語. 第三集 天機法師作; 周德禎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365 領域 大衛.狄連尼(David Delaney)著; 王志弘, 李延輝, 徐苔玲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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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55673 組織行為 林宜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5802 刑法分則新論 盧映潔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819 華語文教學之漢語語言學概論 舒兆民, 林金錫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826 民法總則 鄭冠宇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55864 法院組織法 姜世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5888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5895 語句處理之各式表徵 徐東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901 翠屏山之戀 鄭瓊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918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5925 實務必考熱區物權法 張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5963 稅法基礎案例研習 陳清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083 民事訴訟之程序法理與確定判決之效力及救濟 劉明生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6137 文章必考焦點: 商事法 追夢綠, 溫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175 文章必考焦點: 民事訴訟法 尼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267 新學林分科六法: 土地法規 陳立夫主編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6274 種類之債與給付不能: 兼評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七五三號民事判決王千維著 一版 精裝 2

9789862956281 家事事件法理與實踐之虛與實 姜世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298 統計學 林曾祥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304 政府採購法 潘秀菊, 林家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311 災害風險管理專題 林宜君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學林

圓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群學



9789862956328 保險法關鍵選擇 珍秋, 波比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335 票據法題型破解 吾猛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342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6366 實務必考熱區: 憲法 詹祐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380 民法x民訴綜合題型破解 殷越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554 先秦穿越生存手冊 柳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61 世界史劇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 神野正史作; 藍嘉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78 MS-05薩克機體解說完全BOOK 双葉社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85 槍械操作聖經 大衛.佩查爾, 菲爾.布傑利作; 卡米柚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592 世界史劇場: 俄羅斯革命風雲 神野正史作; 黃昱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08 大阪名勝解剖圖鑑 酒井一光, 高岡伸一, 江弘毅文字; 楊家昌翻譯 平裝 1

9789865688622 籃球運動解剖書 布萊恩.柯爾, 羅伯.帕納列洛作; 林晏生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226 金剛經破迷啟悟的關鍵 寶月金剛上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518 Water is Life Jiang Jiajing繪圖 1st ed. 精裝 1

9789869376532 慈師父講古: 勤耕福田 釋德慈著 平裝 1

9789869376549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六年, 冬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794 當西方大哥遇見東方佛法 鄭茹菁, 陳坤元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28002 愈挫愈美麗 黃玉櫻等作; 陳玫君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傳燈雜誌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7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0487 青果 安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200 重返 艾隆.貝克圖.文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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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1293 青蛙和河狸 賽門.詹姆斯(Simon James)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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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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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1477 黃與粉紅 威廉.史塔克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477 黃與粉紅 威廉.史塔克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484 威登堡風雲: 馬丁路德的朋友與對手 廖元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84 威登堡風雲: 馬丁路德的朋友與對手 廖元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91 Think big: 逆轉人生8大關鍵力 班.卡森(Ben Carson), 格雷.路易斯(Gregg Lewis), 戴博拉.路易斯(Deborah Shaw Lewis)著; 顧華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491 Think big: 逆轉人生8大關鍵力 班.卡森(Ben Carson), 格雷.路易斯(Gregg Lewis), 戴博拉.路易斯(Deborah Shaw Lewis)著; 顧華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507 五年聖經靈修之第一年 李鴻志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道聲



9789864001507 五年聖經靈修之第一年 李鴻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514 年糕去泡澡 苅田澄子文; 植垣步子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521 栽培門徒的世界異象: 改變世界的基督徒 金聖坤作; 邵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538 餓了: 心靈廚房美味料理 溫喜晴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545 竹窗感懷 殷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552 史賓奇生悶氣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569 初信造就: 新人四部曲 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576 天國的奧祕 Ted 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583 生命成長成熟的祕訣 : 雅各書新解 Ted 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590 新約聖經三章16節的啟示 Ted 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606 婚姻不大易: 婚前不想知道,但婚後不得不面對的真相蘇珊.布萊克(Susan Black)著; 薛豐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620 晾衣服的日子 潔西莎.貝格利(Jessixa Bagley)作.繪;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620 晾衣服的日子 潔西莎.貝格利(Jessixa Bagley)作.繪;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644 教會的鑑戒 許信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651 我們的故事 許信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712 千古懸疑: 預定論PK自由意志論? 饒孝柏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809 寺子屋日語讀本 廖兆陽, 井上京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355 過動兒也能好棒棒! 范毓雯作; Bob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362 他們的故事: 蕭耀華攝影集 蕭耀華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208 華北船王賀仁菴 賀中林口述; 賀郁芬撰文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匯總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6

新點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772 奇異海洋之旅 謝麗華文字; 葉琇珊繪圖 其他 1

9789869141789 度人間 謝麗華, 高麒旂文字; 蕭沛盈, 凌宛琪繪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405 明月不來自映光 吳清水, 王意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021 暮情: 涂靜怡詩畫集 涂靜怡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913 青春合輯 樂擎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44920 這是一本教你如何製作備審、選擇適合校系與準備面試的書樂擎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9891 義大利,獨走20年 林玉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907 韓語發音: 依造字原理學韓語發音 金家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952 村上春樹論: 神話と物語の構造 內田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983 新韓檢初級必備單字 崔峼熲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39990 一擊必中!史上最詳盡105年領隊導遊試題+完全解析林溢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201 哼著旅行的曲,在南日耳曼 葉育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225 英語領隊導遊考試總整理 陳若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232 印尼導遊教你的旅遊萬用句 許婉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256 實用越語輕鬆學 阮氏青河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9405287 每天10分鐘,聽聽日本人怎麼說 林潔珏作 修訂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溦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雷藏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藝文

慈濟科大



9789869405294 新日檢N5言語知識全攻略: 文字.語彙.文法 張暖彗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9434416 每天1分鐘NEW TOEIC必考單字860分完勝! 原田健作著; 葉紋芳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8985 地表最強笑話王之笑個不停 二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8992 三分鐘破案王: 動動你的腦 福爾摩沙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37 三分鐘推理王: 奇案妙解大搜查 福爾摩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44 攻心18步: 91則非學不可的人性操控術 白山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51 按摩老師傅全方位經絡保健講座 祝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68 看懂面相的第一本書: 流傳千年之人心秒讀術 張敏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75 看懂手相的第一本書: 掌中密碼全方位解讀術 張敏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82 笑嘻嘻: 這本的玩笑開很大 二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99 黃帝內經精選200句 錢國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07 說三國,談管理,控全局 孫郡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14 老中醫的百寶袋: 美顏養生療傷治病小偏方 王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21 名寺古廟楹聯精選與禪門小品賞析 泓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38 心理學好好玩!活學活用趣味圖解版 趙建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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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7343864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343871 營建法規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343918 靜力學必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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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997652 茶藝道論 范增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579997676 茶藝道論 范增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2

9789579997669 茶藝道論 范增平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碧山岩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實力圖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963 輔仁大學首位訓導長: 伏開鵬神父小傳 韓清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970 來自遠方的天使: 羅麥瑞修女的臺灣情緣 羅麥瑞口述; 雷俊玲, 周雪舫採訪; 周雪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7987 智與思: 陳福濱哲學論文自選集 陳福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956 社會企業經營 胡哲生, 李禮孟, 黃浩然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7994 橘色善念: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6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846 漢字美學: 部首與常用字根探索 黃振林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7119 三十而立 燦爛文藝: 臺中市文藝作家協會三十週年會員聯展專輯陳德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03128 河口生態探索趣: 大安自然生態資源專書 王美鳳等著; 鄭清海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9789860504651 河口生態探索趣: 大安自然生態資源學習手冊 王美鳳等著; 鄭清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屯區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輔大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應美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輔大書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413 SE小學英檢對話通 石佳玲, 陳孝儒, 陳珮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101 梵音集 李炳南老居士編詞; 樓永譽等作曲 平裝 2

9789869361118 大乘起信論 馬鳴菩薩造論; 唐于闐三藏十實叉難陀翻譯 平裝 1

9789869361118 大乘起信論 馬鳴菩薩造論; 唐于闐三藏十實叉難陀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924 發現鹿寮 紀肇聲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7931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員聯展專輯. 2017 紀肇聲主編 平裝 1

9789869007931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員聯展專輯. 2017 紀肇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903 兩岸創新創意產學管理論壇論文集. 2016 王淑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2011 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034 筆墨乾坤: 臺中市書法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6 余麗君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烏日志工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真言宗普賢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就是會教補習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807 臺中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精選輯 林玉梅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709 小願詩集: 清水地景詩篇 中港高中學生丁佩妤等36人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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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0729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陳誼芝等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704 你好,我叫露比 菲立普.史戴(Philip C. Stead)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711 神奇快遞 菲立普.史戴(Philip C. Stead)文; 馬修.科戴爾(Matthew Cordell)圖;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728 鼴鼠鎮 托本.庫爾曼(Torben Kuhlmann)文.圖; 幸佳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735 麵包超人翻翻智育遊戲書: (記憶力)搭交通工具 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742 麵包超人翻翻智育遊戲書: (記憶力)一起來散步 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73759 麵包超人翻翻智育遊戲書: (季節行事)精彩的一年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清水小願文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斗美三王府管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畫美術工會



9789866273766 和麵包超人一起來玩遊戲 柳瀨嵩原作; 柳瀨工作室作畫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273773 和麵包超人一起來玩遊戲 柳瀨嵩原作; 柳瀨工作室作畫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939 彰基120醫愛零距離: 彰基120週年紀念特刊 周賢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457 原牧: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8期 詹嫦慧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906 和美文史輕鬆讀 林宗德, 許惠雯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464 臺灣使用日本收入印紙之研究(1895年-1948年) 鄭定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1020 美食奧螻蛄蝦: 生態保育教材 洪一平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68 彰化縣影展攝影年鑑. 2016 陳清泉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彰化區漁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文化資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彰化基督教醫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1807 宣教歷史與回顧 吳文雄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642 建中文選. 一0五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716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1, 作法自斃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23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2, 兩虎相鬥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30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3, 息壤在彼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47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4, 羽毛末豐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54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5, 雞鳴狗盜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61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6, 百發百中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78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7, 得寸進尺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85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8, 睚眥必報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792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9, 一字千金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2804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 10, 圖窮匕見 周功鑫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8211 兒童美術與齊澤克 Wilhelm Viola著; 李英輔, 李叡明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9105 世界廚王臺北爭霸賽. 2016: 精選年鑑 臺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北市新創美藝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臺北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415 辯經練習手冊 洛桑蔣千作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8422 辯經語言入門 洛桑蔣千作 增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748 新手爸媽照書養!史上最完整的全方位育兒營養指南孫晶丹著 平裝 1

9789865786755 來畫畫吧!最Q版的生活小物插畫學習書 飛樂鳥編 其他 1

9789865786762 對抗糖尿病の神奇蔬果汁提案 李馥主編 平裝 1

9789865786779 世界10大考古之謎 冷林尉編著 平裝 1

9789865786793 送給寶寶的第一本成長紀錄 陳艾竹編著 平裝 1

9789865786816 最完整的按摩養生調養聖經 李志剛編著 平裝 1

9789865786830 最完整的穴位養生調養聖經 李志剛編著 平裝 1

9789865786854 科學金頭腦!最好玩的魔法實驗教室 SMART科學開發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4585 高中物理: 大學學測復習APP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592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APP題庫: 地理. 2 楊偉佑, 邱子文編 平裝 1

9789866694608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APP題庫: 歷史. 2 周子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634 臺北國際攝影沙龍. 2016第四十屆 張照煥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8150 鋼鐵人馬斯克 艾胥黎.范思(Ashlee Vance)著; 陳麗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203 130翻翻樂: 現在幾點鐘 蘿西.霍爾文; 蕭.尼爾森圖; 小天下編輯部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北擎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攝影學會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9789864790432 創意乘法闖關桌遊書 克莉斯婷.羅伯森(Kristeen Robson)作; 艾美.歐達斯(Emi Ordás), 費茲.哈蒙德工作室(The Boy Fitz Hammond), 莎拉.韋德(Sarah Wade)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562 原來科學這麼漂亮: 30種翻轉思考的手作活動 克萊夫.吉福德(Clive Gifford)文; 夏洛特.米納(Charlotte Milner)圖; 陳偉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0579 原來數學這麼漂亮: 30種激發創意的手繪練習 安娜.維特曼(Anna Weltman)作; 愛德華.謝佛頓(Edward Cheverton), 伊凡.希喜(Ivan Hissey)繪; 畢馨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0807 科學家的紙上實驗室: 用超酷實驗點燃好奇心激發大創意倫敦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 London)策劃; 哈瑞特.羅素(Harriet Russell)圖; 王季蘭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0852 帶方方看醫生 櫻世界文.圖; 黃惠綺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869 晚安,小可可 片山健文.圖;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913 小番茄的滋味 劉清彥文; 鍾易真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0920 像不像沒關係 湯姆牛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0999 擊退10大難搞文明病: 健康有方 中西醫聯手 張雅芳, <>製作團隊, 三立電視臺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033 太空貓鑑長: 星際奇航 多明尼克.瓦里曼(Dominic Walliman)文; 班.紐曼(Ben Newman)圖; 高文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91088 阿書的新衣 克絲汀.霍爾(Kirsten Hall); 達莎.托爾斯提科娃(Dasha Tolstikova)圖; 黃聿君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095 喜歡大東西的國王 安野光雅文.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101 貝佐斯傳: 從電商之王到物聯網中樞,亞馬遜成功的關鍵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廖月娟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125 好人肯定有好報 波斯特(Stephen Post), 奈馬克(Jill Neimark)作; 李淑珺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132 葛瑞的囧日記. 11, 衰神大導演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149 找找看書櫃 澤野秋文文.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156 星空吟遊 謝哲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163 少年讀西遊記. 1: 齊天大聖孫悟空 張嘉驊作; 唐唐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170 少年讀西遊記. 2: 從風到火的考驗 張嘉驊作; 唐唐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187 西遊大擂台: 創意閱讀桌遊 蔡忠琦作; 唐唐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194 極地重生: 薛克頓的南極遠征 威廉.葛里爾文.圖; 劉清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217 少年讀西遊記. 3: 降妖伏魔取真經 張嘉驊作; 唐唐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224 時間之冪: 從極短暫到永恆,囊括各種時間尺度的祕密特胡夫特(Gerard't Hooft), 范都仁(Stefan Vandoren)合著; 蔡坤憲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231 無印良品為什麼在全世界大受歡迎? 松井忠三作; 張智淵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262 大腦解密手冊: 誰在做決策、現實是什麼、為何沒有人是孤島、科技將如何改變大腦的未來伊葛門(David Eagleman)原著; 徐仕美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279 airbnb教我懂得人生是一場分享: 開啟房門,開啟了全世界崔宰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1293 不教養的勇氣: 阿德勒教你,接受孩子最真實的樣子,協助孩子自力解決人生課題岸見一郎著; 李依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09 不顛覆,就淘汰: 矽谷創業教練教你創新、改造、進化杰伊.薩米特(Jay Samit)著; 王怡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16 指尖下的大數據: 運用Google Analytics發掘行動裝置裡的無限商機鄭江宇, 曾瀚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23 臺灣人口大震盪 薛承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30 百年大黨,十年風雲: 由盛而衰的國民黨還能再一次絕處逢生嗎?李建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47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嚴長壽著; 吳錦勳, 成章瑜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92 寶寶樹 蘇菲.布雷克爾(Sophie Blackall)文.圖; 方素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415 地圖: 臺灣、韓國、越南、土耳其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nska),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nski)文.圖; 陳致元, 蔡菁芳, 陳音卉譯增訂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439 諾貝爾大師的世界觀 蔡進發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446 人類大命運: 從智人到神人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453 好家在森林: 森林住客大揭密 黃仕傑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460 五斗米靠腰: 非官方職務說明 馬克作 楊琇惠 平裝 1

9789864791477 無子人生 酒井順子著; 陳光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484 葛瑞的囧日記. 2, 老哥你很煩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491 妖怪迷宮: 通過幽靈學校前往天堂之國 香川元太郎文.圖; 張桂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507 5個選擇: 不被瑣事纏身,每天都有高效生產力 寇岡(Kory Kogon), 梅瑞爾(Adam Merrill), 林恩(Leena Rinne)著; 沈維君,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514 大家怎麼都來了? 大村知子文.圖; 黃惠綺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521 在意識的繁花裡漫步: 偶爾也和認知神經學家來場生活探險曾志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538 優秀不是靠運氣: 16歲提前錄取,18歲成為全美最年輕亞裔CEO!哈佛姊弟的教養祕笈首度公開于巾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545 謝謝你遲到了: 一個樂觀主義者在加速時代的繁榮指引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作; 廖月娟, 李芳齡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41 哈佛教你掌握頂尖企業成功方程式: 阿里巴巴、Google、奇異、萊雅、寶僑、松下的致勝策略馬丁.瑞夫斯(Martin Reeves)等作; 許瑞宋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41 哈佛教你掌握頂尖企業成功方程式: 阿里巴巴、Google、奇異、萊雅、寶僑、松下的致勝策略馬丁.瑞夫斯(Martin Reeves)等作; 許瑞宋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225 日本知名服裝雜誌造型師金子綾教妳從小細節穿出風格!金子綾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287 紙上明治村: 消失的臺灣經典建築 凌宗魁, 鄭培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287 紙上明治村: 消失的臺灣經典建築 凌宗魁, 鄭培哲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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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6311 米、麵、魚: 日本飲食文化的深入之旅 麥特.高汀(Matt Goulding)著; 謝孟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342 明治維新: 日本躋身列強的改革運動 呂理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366 我的國家: 土耳其的憂鬱與瘋狂 艾婕.泰梅爾古蘭(Ece Temelkuran)著; 紀耀凱,黃楷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373 漫步木曾路: 尋訪江戶歷史街道 古代日本的現代探索威廉.史考特.威爾森(William Scott Wilson)著; 陳正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380 福爾摩沙的故事: 獨特的容顏-北臺灣 王鑫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366397 戀人以上,婚姻未滿: 給前男友的747封情書擇抄 動司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05 安娣,給我一份摻摻!透視進擊的小國新加坡 萬宗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12 區塊鏈革命: 中介消失的未來,改寫商業規則,興起社會變革,經濟大洗牌徐明星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全球繁體中文版



9789869392129 核彈!間諜?CIA: 張憲義訪問紀錄 陳儀深訪問; 彭孟濤, 簡佳慧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29 核彈!間諜?CIA: 張憲義訪問紀錄 陳儀深訪問; 彭孟濤, 簡佳慧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36 福爾摩沙的故事: 獨特的容顏-南臺灣 王鑫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92143 沒臉的人: 關於我不想被遺忘的臺灣史 施蜜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50 魔鬼辭典 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作; 李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74 心書: 面對時光的力量 趙梅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98 寬容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吳奕俊, 陳麗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3304 京都: 千年之都的歷史 高橋昌明著; 任鈞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42 Kulumah.內本鹿: 尋根踏水回家路 劉曼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66 期待明天的人: 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 王克雄, 王克紹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512 自己的旅行 梁榕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29 瞬間精采: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253 踏浪千行 許玲瑋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1277 新臺灣之光100: 超越自我的夢想家 遠見編輯部著 增訂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498 金屬粘土的異想世界 楊慧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11 立體捲紙初體驗 盧莎希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28 八字集議. 己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30535 愛上捲紙手作時光 盧莎希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閣林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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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送存冊數共計：22

網迅雲端



9789862924112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雪花與墨滴 Pierdomenico Baccalario, Alessandro Gatti原著; Simona Mulazzani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198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這是秘密唷 鐘漢重原著; 金珠賢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04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免子家的蜜糖豬 辛延宏原著; 艾臺猶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35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我來幫你 金閔賢原著; 金閔賢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73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山梨樹保衛戰 洪安局原著; 金泰熙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297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豆豆和小鴨 金明金原著; 金明金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03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彩色魔法變變變 保羅.朱丹諾原著; 保羅.朱丹諾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10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1234567我的朋友在哪裡?洪安局原著; 金泰熙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72 閣林精選繪本系列: 河邊的毛毛蟲 Mariken Jongman原著; Irene Goede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396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都是我的 Mathilde Stein原著; Mies van Hout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02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出發冒險囉 Charlotte Dematons原著; Charlotte Dematons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19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驚喜的禮物 Sylvia van Ommen原著; Sylvia van Ommen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471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大家一起坐 Ingrid, Dieter Schubert原著; Ingrid, Dieter Schubert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501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水桶破洞了 Ingrid, Dieter Schubert原著; Ingrid, Dieter Schubert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532 驚奇趣味翻翻書: 世界真奇妙! Jame4s Maclaine, Alex Frith作; Marco Palmieri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549 如何看一幅畫 弗朗索瓦茲.芭布-高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4556 驚奇趣味翻翻書: 勇闖侏羅紀公園 Katie Daynes作; Marie-Eve Tremblay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563 波隆納世界插畫大展導覽手冊: 插畫界的奧斯卡蔚龍藝術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9789862924570 創意塗鴉書. 1, 我的奇幻冒險 安德魯.平德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587 創意塗鴉書. 2, 我的夢想世界 安德魯.平德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594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我的爺爺 Catarina Sobral原著; Catarina Sobral繪圖; 陳立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4617 好客的大樹 Ferruccio Zappini原著; Ferruccio Zappini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24 美麗的草地 Ferruccio Zappini原著; Ferruccio Zappini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31 忙碌的河流 Ferruccio Zappini原著; Ferruccio Zappini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723 柯薇塔的插畫王國: 我的床邊怪獸 Annelies Schwarz原著; Kveta Pacovska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747 閣林精選世界名家創意繪本: 灰姑娘 Charles Perrault原著; Kveta Pacovska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785 恐龍大世紀: 三疊紀 羅伯特.馬修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4792 恐龍大世紀: 白堊紀 羅伯特.馬修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4808 恐龍大世紀: 侏羅紀 羅伯特.馬修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4815 恐龍大世紀: 恐龍大滅絕 羅伯特.馬修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416 奧林匹亞科學營: 人體的奧秘 核心知識200 科學少年編輯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423 奧林匹亞科學營: 星球的奧秘 核心知識200 科學少年編輯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454 虔誠.超凡.梵蒂岡 Carlo Pietrangeli等作; 宓儀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645 有限王牌飛龍 羅素.霍本(Russell Hoban)撰文; 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圖; 王為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683 湯姆如何打敗船長換掉姑媽? 羅素.霍本(Russell Hoban)撰文; 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繪圖; 邱艷翎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690 冰淇淋的夏天 彼德.席斯(Peter Sis)作.繪; 王為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06 怪獸發電廠 馬克斯.維特惠思(Max Velthuijs)作.繪; 陳立妍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13 彩繪鳥 馬克斯.維特惠思(Max Velthuijs)作.繪; 陳立妍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20 追夢小黑魚 薩馬德.布蘭吉(Samad Behrangi)作; 法爾希德.梅斯蓋理(Farshid Mesghali)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37 暴風雪 卡瑞吉特(Alois Carigiet)作.繪; 葉慧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44 月亮先生 湯米.溫格爾(Tomi Ungerer)作.繪; 陳佑豪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51 錦衣中的仙境 君島久子作; 赤羽末吉繪; 葉碧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68 矗立在森林中的小屋 尤塔.鮑爾(Jutta Bauer)作.繪; 林美琪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75 里歐變成一隻狗 沃夫.艾卜赫(Wolf Erlbruch)作.繪;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82 人魚公主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莉絲白.茨威格(Lisbeth Zwerger)繪; 黃筱茵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799 朱昂的奇幻夢境 羅傑.米羅(Roger Mello)作.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05 城市音樂家 約克.施泰納(Jörg Steiner)作; 約克.米勒(Jörg Müller)繪; 林美琪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12 神奇馬戲團 安野光雅作.繪;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29 熊園的老人 約克.米勒(Jörg Müller)作.繪; 林美琪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36 國際安徒生大獎全紀錄: 為童書織夢的巨人 IBBY作; 張德讓,方亞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5843 相遇在公園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作.繪;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50 女孩與小雉雞 莎琳娜.柯恩斯(Selina Chonz)作; 阿洛伊斯.卡瑞吉特(Alois Carigiet)繪; 葉慧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67 顛倒國 安野光雅作.繪;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74 藍眼睛的男孩 賈維.馬加比(Javad Mojabi)作; 法爾希德.梅斯蓋理(Farshid Mesghali)繪; 顧朋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81 垂耳熊的冒險之旅 瑪麗亞.揚查思嘉(Misia Uszatka)作; 茲比格紐.律夫力基(Zbigniew Rychlicki)繪; 葉祉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898 垂耳熊的一百次旅程 瑪麗亞.揚查思嘉(Misia Uszatka)作; 茲比格紐.律夫力基(Zbigniew Rychlicki)繪; 葉祉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04 航向自由的希娃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作; 莉絲.洛夫豪斯(Liz Lofthouse)繪; 邱艷翎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11 鏡舞之影 羅傑.米羅(Roger Mello)作.繪; 王為祺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28 樅樹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作; 思文.奧圖(Svend Otto S.)繪; 閣林翻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35 小巨人提姆的新朋友 思文.奧圖(Svend Otto S.)作.繪; 閣林翻譯小組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42 大鼻子的故事 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作; 莉絲白.茨威格(Lisbeth Zwerger)繪; 沈曉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59 ABC之書 安野光雅作;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66 小矮人的魔罐與魔球 博卡.巴托(Barbara Bartos-Hoppner)作; 杜桑.凱利(Dusan Kallay)繪圖; 葉慧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73 玩具熊奧圖的生命故事 湯米.溫格爾(Tomi Ungerer)作.繪; 陳佑豪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5997 色彩女王 尤塔.鮑爾(Jutta Bauer)作; 林美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00 一條大魚向東游 曹文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17 馬和馬 曹文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24 木匠和鬼六 松居直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31 母雞去野餐 羅特勞特.蘇珊娜.貝爾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林敏雅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48 快樂農場 Maurice Pledger原著; 陳立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55 搖滾叢林 Maurice Pledger原著; 陳立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093 歡樂海洋 Maurice Pledger原著; 陳立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09 艾瑞卡的故事: 大衛之星 路得.范德齊(Ruth Vander Zee)作; 羅貝托.英諾桑提(Roberto Innocenti)繪; 宋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16 獵狗雨果和野兔哈利 羅特勞特.蘇珊娜.貝爾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23 神秘花園 傑利.唐卡(Jiří Trnka)文.圖; 湯欣潔翻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2926130 神秘花園 傑利.唐卡(Jiří Trnka)文.圖; 湯欣潔翻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2926147 不想飛的鷹 詹姆斯.阿格雷(James Aggrey)作; 沃夫.艾卜赫(Wolf Erlbruch)繪圖; 林敏雅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54 科莫多龍在哪裡? 彼德.席斯(Peter Sís)作.繪; 王存立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08 精靈家族釀美酒 史班.歐森(Ib Spang Olsen)文.圖; 王存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15 彼得的生日 史班.歐森(Ib Spang Olsen)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22 禮儀常識互動遊戲書 楊金秀, 馬莉編; 太陽娃插圖設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710 過雲雨散文集 梁玉琴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713 森林裡的鋼琴師 大衛.里奇斐德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775 小毛,聖誕節到了! 大衛.夏儂文.圖;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867 超級比一比! 石津千尋文; 松田奈那子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28 凶巴巴的貝太太,為什麼變和氣了? 宋雅.布葛耶瓦(Sonja Bougaeva)文.圖; 賴雅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35 水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42 火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59 形狀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73 老棕熊的夢 凱文.漢克斯(Kevin Henkes)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80 恐龍怎麼吃東西? 珍.尤倫(Jane Yolen)文; 馬克.提格(Mark Teague)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97 恐龍怎麼變健康 珍.尤倫(Jane Yolen)文; 馬克.提格(Mark Teague)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17 貼心的瑪莉 席琳.茵.布利吉斯(Shirin Yim Bridges)文; 瑪麗亞.馬內西蘿(Maria Monescillo)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24 摩登大都會 亞蕾克.迪爾都內(Clea Dieudonne)文.圖; 郭卉恩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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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送存冊數共計：81

臺東打字印刷



9789864401116 冬天去抓蟲 秦好史郎, 奧山英治文; 秦好史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23 我是抱抱機 史考特.坎貝爾(Scott Campb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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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22149 蝙蝠巴特冒險記. 7, 暗夜裡的華爾滋 羅伯特.帕瓦奈洛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156 蝙蝠巴特冒險記. 8, 怪醫幽靈的處方 羅伯特.帕瓦奈洛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224 兒童美語圖解字典 Robert Kennedy Carter作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22224 兒童美語圖解字典 Robert Kennedy Carter作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22248 蝙蝠巴特冒險記. 9, 石巨人的祕密 羅伯特.帕瓦奈洛原著;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361 看三國學歷史戰役 范筠撰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22675 摩爾小學堂: 趣味超常識 余雅惠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22705 腦力轉轉轉系列. 1, 數學益智 Brain school原著; 陳惠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903 兒童音樂大師: 舒曼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10 兒童音樂大師: 蕭邦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27 兒童音樂大師: 孟德爾頌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34 兒童音樂大師: 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41 兒童音樂大師: 舒伯特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58 兒童音樂大師: 莫札特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65 兒童音樂大師: 貝多芬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72 兒童音樂大師: 海頓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89 兒童音樂大師: 韓德爾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2996 兒童音樂大師: 巴哈的音樂故事 閔致綱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207 有聲中英字典 Robert Kennedy Carter作 三版 精裝 1

9789862923313 走進花生漫畫: SNOOPY 65週年紀念專刊 史曉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320 絕世.宏偉神聖藝術: 從古代晚期到今日的西方基督宗教藝術與建築雷納.瓦蘭(Rainer Warland)等合著; 林瑞堂, 黎茂全, 杜文田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3719 啟蒙教育: 和孩子一同成長 邱寶慧, 劉培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726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蝙蝠愛星星 艾莉絲.布里耶哈格(Alice Briere Haquet)原著; 黛樂芬.布隆都(Delphine Brantus)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733 情緒管理小學堂: 海盜哈啾了 維琴妮.漢娜(Virginie Hanna)原著; 米歇.布什爾(Michel Boucher)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740 情緒管理小學堂: 狐貍孵雞蛋 凱瑟琳.帕蒙提耶(Catherine Parmentier)原著; 布隆加(Blanc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757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蝸牛的大煩惱 維吉妮.漢娜(Virginie Hanna)原著; 阿曼汀.皮優(Amandine Piu)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764 情緒管理小學堂: 飛翔吧!露露 卡琳.羅宏(Karine Laurent)原著; 史蒂芬妮.阿拉絲特(Stephanie Alastra)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771 情緒管理小學堂: 彩色大野狼 歐芮安娜.拉蒙(Orianne Lallemand)原著; 艾雷歐.圖伊利爾(Eleonore Thuillier)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閣林國際圖書



9789862923788 情緒管理小學堂: 口袋裡的奧克塔 伊莉莎白.隆布李(Elisabeth de Lambilly)原著; 傑若米.培拉(Jerome Peyrat)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795 情緒管理小學堂: 叩叩叩,請開門! 歐莉安娜.拉蒙(Orianne Lallemand)原著; 克萊兒.弗勞薩(Claire Fross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801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鬍鬚的鬃毛 雅爾梅勒.何努特(Armelle Renoult)原著; 梅蘭妮.葛倫吉哈德(Melanie Grandgir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818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豬羅莎愛香香 維吉妮.哈拿(Virginie Hanna)原著; 基斯黛勒.黛絲莫挪(Christel Desmoinaux)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825 情緒管理小學堂: 小兔比特當哥哥 雅爾梅勒.何努特(Armelle Renoult)原著; 克萊兒.弗勞薩(Claire Frossard)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832 情緒管理小學堂: 阿曼達的黑點點 艾諾德.理查(Elodie Richard)原著; 伊索(Izou)繪圖; 吳愉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979 羅浮宮 Genevieve Bresc-Bautier作; 李悅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7361 故宮珍寶 劉岳等撰稿; 張榮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754 森林物語 日京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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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515695 鹿野人的茶.米.遊.言 蕭培君等撰文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7409 臺東南王社區發展史 姜柷山, 孫民英, 林娜鈴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201 林主賢油畫輯之藏風 林主賢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576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 第廿集聯展畫冊. 二0一六年李定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8540576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 第廿集聯展畫冊. 二0一六年李定雄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縣南王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綠林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鹿野鄉公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029 鹽水街映像 林明堃編輯 平裝 1

9789868705036 臺灣詩路古典詩集 李若鶯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8252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的地方: 51個世界上最不尋常的地點崔維斯.艾伯洛(Travis Elborough)著; 王湘菲, 盧姿麟, 范明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283 威利和一朵雲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818 巴菲特的勝券在握之道: 在負利率時代,存錢不如存股的4大滾雪球投資法羅伯特.海格斯壯(Robert G. Hagstrom)著;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849 成為有趣人的55條說話公式 吉田照幸著; 鄭舜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863 另眼看歷史: 中日韓台三千年 呂正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8870 這是鴨子還是兔子?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作; 湯姆.利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繪; 楊郁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8887 非典型經營者的成功法則: 8個企業成功翻轉的案例,巴菲特、<>作者柯林斯、美國億萬富翁查理.蒙格推薦必讀威廉.索恩戴克(William N. Thorndike, Jr.)著; 嚴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894 在我們墜落之前 凱蜜.麥葛文(Cammie McGovern)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00 空想科學輕讀本, 2: 如何收服寶可夢? 柳田理科雄著; 張東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17 人性中的良善天使: 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顏涵銳, 王年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24 快樂就是…: 500個生活裡的小幸福 麗莎.史瓦琳(Lisa Swerling), 拉夫.羅拉薩(Ralph Lazar)著; 陳思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31 製作紀錄片 Michael Rabiger著; 王亞維, 喻溟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78948 我們很機車的遊歐了!: 125cc歐兜拜x18國x13889公里x110天的腦殘之旅一字眉, 一字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55 抗癌生活全面啟動: 美國布拉克中心的整合癌症醫療計畫Keith I. Block著; 葉貴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62 天生建築家: 鈴木守的109種動物巢穴大發現 鈴木守文.圖; 許嘉祥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3278979 臺灣之光: 60盞特色路燈大放閃 賴加瑜, 潘薏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86 從你所在的地方開始 蜜拉.李.帕托(Meera Lee Patel)著; 陳映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8993 有氣質的簡單生活: 練習讓生活過得更好又自在一點加藤惠美子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006 漢字樹. 5, 與天地神靈相關的漢字 廖文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013 21天美字養成計畫: 侯信永X葉曄X阿德勒真心教你的寫字練習書侯信永, 葉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020 寫字的日常: 享受吧!書寫人生的每一個時刻 侯信永,葉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037 尋找一本繪本,在沙漠中...... 柳田邦男著; 唐一寧, 王國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9044 編織花東新想像: 十四個地方創新發展的故事 夏黎明, 林慧珍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3279051 萬曆駕到: 多元.開放.創意的文化盛世 何國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



9789573279068 阿德勒談人性: 瞭解他人就能認識自己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林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075 魚類觀察入門 邵廣昭, 陳麗淑著; 黃崑謀, 賴百賢繪 二版 精裝 1

9789573279082 今天真倒楣,但也很幸運! 童嘉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099 孤獨深處 郝景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099 孤獨深處 郝景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105 風雪定陵: 從萬曆到文革 地下玄宮洞開之謎 岳南, 楊仕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79112 意想不到的生活小妙方: 130+種你可能不知道的小撇步,生活從此更輕鬆丹.馬歇爾(Dan Marshall)著; 朱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129 桌遊課: 原來我玩的不只是桌遊,是人生 許榮哲, 歐陽立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136 你看!草原上的長頸鹿靠過來了! Alzzam Education作; 陸維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150 西奧律師事務所: 老師犯規了 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著; 玉小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3279167 喬漢娜的聖誕節 喬漢娜.貝斯福(Johanna Basford)著; 吳琪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198 裝幀列傳: 迎向書籍設計的狂飆年代 李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204 新生兒父母手冊: 0-12個月寶寶的學習發展與健康照顧Heidi Murkoff, Sharon Mazel著; 劉慧玉等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3279228 酷實驗: 給孩子的神奇科學實驗 丹尼爾.達塔斯奇著; 鄧子衿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28 酷實驗: 給孩子的神奇科學實驗 丹尼爾.達塔斯奇著; 鄧子衿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35 致親愛的你 瑪莉-露易絲.帕克(Mary-Louise Parker)著; 曾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242 酷天文: 給孩子的神奇宇宙知識 麥爾坎.克洛夫特著; 宋宜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42 酷天文: 給孩子的神奇宇宙知識 麥爾坎.克洛夫特著; 宋宜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59 酷自然: 給孩子的神奇自然知識 愛咪-珍.畢爾著; 林慧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59 酷自然: 給孩子的神奇自然知識 愛咪-珍.畢爾著; 林慧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273 超強能源尋寶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陸蕙貽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280 終極昆蟲發現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303 問題解決實驗室 佐藤大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310 流浪蒼穹 郝景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334 52Hz, I love you 貓靈圖.文; 魏德聖, 蘇達, 游文興故事原創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341 52Hz, I love you: 不孤單.影像手記書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358 流轉的傳統: 節慶創新之道 陳蕙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9365 師徒關係與社會創新的在地實踐: 賴青松和黃聲遠朱思年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79389 超級蟲蟲 茱莉亞.唐諾森(Julia Donaldson)文; 艾克索.薛佛勒(Axel Scheffler)圖; 徐立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396 我愛你愛到月亮再回來 愛蜜莉亞.赫普沃斯(Amelia Hepworth)文; 提姆.沃恩斯(Tim Warnes)圖; 徐立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402 找查王: 看漫畫寫出好報告 麥特.厄普森(Matt Upson), 邁克.霍爾(C. Michael Hall)著; 方祖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19 阿德勒教你面對人生困境 岸見一郎著;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26 屁屁偵探: 噗噗!世紀怪盜現身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433 小小世界顯微鏡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黃薇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40 人生的悲劇從當個「乖孩子」開始 加藤諦三著; 巫文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57 我的臺灣家書 林磐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64 太陽神試煉. 1, 祕密神諭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71 大腦當家: 12個讓大腦靈活的守則,工作學習都輕鬆有效率John Medina作; 洪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9488 空想科學讀本: 怪獸與超人戰力大揭密 柳田理科雄著; 談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495 座頭鯨赫連麼麼: 關於我的行蹤,童年的星星知道劉克襄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01 即斷力: 為什麼當機立斷的人容易成功? 小關尚紀著; 李佳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18 給自己一顆星!: 人生就是完成一連串小小的成就萊絲莉.喬納斯(Leslie Jonath)著; 梁智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525 用九柑仔店. 2, 聽見發芽的聲音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49 鐘樓怪人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著; 管震湖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79556 微鹽年代.微糖年代 宇文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70 足密碼 市野小織作;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87 愛的每一刻,都能安心做自己!: 阿德勒勇氣心理學的情感日常練習吳若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617 阿歪的冒險 珍妮兒.肯儂文.圖; 陳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631 課本沒教的天災日本史 磯田道史著;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537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6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907 苓子寮 送火王 周國民編輯策劃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110 寺廟與地方歷史、文化的發展關係: 以臺南市普濟殿為例黃俊文著 平裝 1

9789869130110 寺廟與地方歷史、文化的發展關係: 以臺南市普濟殿為例黃俊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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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保濟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75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321 薪設計: 賴文櫻時尚造型之研究 賴文櫻著 平裝 1

9789865897338 傳統文化應用於時尚造型設計之探討 賴文櫻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2343 世界一家國際藝術家邀請展. 2016 許翠華主編 平裝 1

9789572892343 世界一家國際藝術家邀請展. 2016 許翠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363 全國常見藥品: 心血管用藥 周孫鴻作 平裝 1

9789869309370 全國常見藥品: 神經用藥 周孫鴻作 平裝 1

9789869309387 全國常見藥品: 生殖泌尿道用藥 周孫鴻作 平裝 1

9789869309394 生命力、氧毒性與健康長壽 徐建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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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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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1708 直貢噶舉大瑜伽士 噶千仁波切傳 噶爾寺僧團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481 靈學與人生 妙山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音聯合業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美靈學道學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新象畫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835 清晨嗎哪90天. 6, 撒母耳記上一-撒母耳記下十八、詩篇五十二-五十四、提摩太前書一-六王天佑, 萬小運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03 臺股大行情就是這樣抓!: 從臺股週期循環鑑往知來掌握股市波段走勢杜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6710 活用反彈波技術分析 賴宣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2281 豪記龍虎榜. 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9944 華語教學展望: 教師、教材與市場 褚家辰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4868 第一次就成功!超好種陽台盆栽: 澆水、換盆、修剪、造景,49種盆栽花卉筆記朴美珍著; 孫翠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41310 水族缸的管理 柯清水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2841327 養魚先養水 柯清水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湖水草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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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華天下教育發展

送存冊數共計：2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聚財資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113 無常歌 柳竹, 柳岸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20 安魂天涯路: 送老兵回家 高艷國, 趙方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37 回到六0年代: 六0年代的爬山精神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44 人生畢旅: 照亮我人生旅途的光芒 周浩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09774 孿生 吳鈞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308 那些年我追逐的臺灣百岳 陳文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005 青天白日旗飄揚: 中華民國軍旗沿革 歐陽晧作 精裝 1

9789869245012 紅黑夢 笑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796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王得州等作 平裝 2

9789869367448 兩岸民商法法律研究生論壇論文集. 2016 刁舒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31 光畫.私風景. II 高志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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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商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景印刷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閎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24 水草計劃: 銘傳大學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成果專刊. 第34期銘傳大學第34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圖文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5223 桃城文藝. 第五期 劉興桄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591 體驗聖言深入主懷. 丙年 房志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45 成果故事集 德蘭啟智中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52 聖詠曲集: 天主教主日感恩祭典答唱詠適用 姜震譜曲 精裝 1

9789866125676 法蒂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 鄒保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83 愛之旅 張立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690 耶穌基督: 新世界的精神食糧 若塞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6125706 幸福 潘家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713 精神食譜 王振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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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25799 振鐸生華 通化街玫瑰堂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9404 撞球輕鬆學 吳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959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五輯 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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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9405973 蟑螂 尤.奈斯博作; 謝孟蓉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睿煜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市文藝作家協會



9789869405980 路茲先生的經典基礎插畫技法書: 跟華德.迪士尼的老師學插畫(經典百年復刻版)路茲先生(E. G. Lutz)著; 歐蓮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997 素食者 韓江作; 千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03 古人原來是這樣說話的 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10 神與狗的賭注 安德列.亞歷克斯(André Alexis)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27 邏輯謬誤鑑識班: 訓練偵錯神經的24堂邏輯課 冀劍制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21034 莎士比亞故事集 蘭姆姊弟(Mary & Charles Lamb)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41 故事寫作大師班: 好萊塢知名「劇本醫生」教你STEP BY STEP寫出絕不跟別人撞哏、兼具情感厚度與立體結構的最強故事約翰.特魯比(John Truby)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58 開始越野跑: 挑戰山徑溪流,越野裝配與訓練一步到位曾尉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65 德國一流大學教你數學家的22個思考工具 克里斯昂.赫塞(Christian Hesse)著; 何秉樺, 黃建綸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72 蟑螂 尤.奈斯博作; 謝孟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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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033 電氣工程. 入門篇: 電氣工程人員實戰寶典 簡詔群, 簡子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079 慧光集. 68, 八萬四千問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著; 嚴望佳, 戚淑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086 慧燈禪修階次三 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4158 土地的歌: 石青如合唱作品 石青如作曲; 向陽作詞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3491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材質運用知識 Nikkei Design編; 林大凱,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3620 Arduino創客自造者的原力: LED酷炫燈舞秀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699 蛋捲娃娃: 療愈系紙藝.創意手作好好玩 張羽承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福爾摩沙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福祿旺科技



9789863123705 最新瑜珈體位法大全127式決定版: 真人專業講師全圖解示範 軟精裝可攤平邊看邊操作Satori Sankara, 久保玲子監修; 蘇暐婷譯 精裝 1

9789863123712 創客.Arduino相容: 光感應遙控自走車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736 HTML5+CSS3最潮網頁版型設計 吉田真麻作; 李保宜, 楊瑩瑩譯 其他 1

9789863123750 網路規劃與管理實務: 協助考取國際網管證照 蕭志明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3767 新觀念Visual C#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3123774 Photoshop神技: 從零開始,累積影像編修的知識與經驗古岡ひふみ作 其他 1

9789863123781 隱形說服力: 讓你甘心掏錢的廣告心理學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798 Python程式設計超入門 鎌田正浩作; 陳禹豪,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3811 斷糖、限糖、少糖飲食必備: 肉.蛋.起司美味食譜60道: MEC飲食法: 讓你瘦身減重,跟疲勞說掰掰!渡邊信幸作; 林思吟譯 平裝 1

9789863123828 Lodge鑄鐵鍋日常料理 水口菜穗子著;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3835 Le Creuset鑄鐵鍋異國料理 石川勉, 小堀紀代美, MARI HIRATA著; 韓立祥譯 平裝 1

9789863123842 體驗設計: 打造便利空間的指標規劃案例集 宮崎桂著;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863123859 速效!Word超實用工作術2016/2013/2010/2007適用速効!ポケットマニュアル編集部作; 許淑嘉譯 其他 1

9789863123866 速效!PowerPoint超實用工作術2016/2013/2010/2007適用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880 PCDIY 2017電腦選購.組裝.應用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3897 一人份輕食鍋兼顧美味.滿足.健康: 讓經典鍋物變低卡的秘密58道食譜今泉久美著; 卓惠娟譯 平裝 1

9789863123903 jQuery最強圖解實戰講座 神田幸恵著; 林蕙如譯 其他 1

9789863123910 從HTML5+CSS3+JavaScript到jQuery+Node.js程式設計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23934 完全詳解iPhone 7.7 Plus+iOS 10活用事典 poppoplus作 平裝 1

9789863123941 平面設計變變變: 沒時間、沒素材、沒預算、沒想法,一樣能做好設計!樋口泰行作;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3965 一點都不難!麵包、西點手感烘焙教室 趙利華作 平裝 1

9789863123972 二宮康明競技紙飛機: 世界權威精選11架紙模 收錄第一屆國際紙飛機大賽冠軍機二宮康明著;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3996 減衣時尚 富美(Ofumi)作;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863124023 新觀念Android 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9333 世界の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I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746 羅浮宮博物館. I 蕭淑美總編輯; 陳嫻若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753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長安靜美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760 小老鼠繆塞特 史蒂芬.米勒胡(Stephane Millerou)文; 奇德里.拉波德(Quitterie Laborde)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英譯精裝 1

9789865649777 也許 希多.凡.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繪; 柯乃瑜譯 精裝 1

9789865649784 世界の博物館: 國立故宮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暢談國際文化



9789865649791 大英博物館. II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07 東京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14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21 羅浮宮博物館. II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38 冬宮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蔡青雯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45 大英博物館. III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52 史密森國立航空與太空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黃心寧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69 柏林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康家銘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76 史密森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夏淑怡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83 倫敦科學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吳乃慧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890 奈良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蔡青雯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06 加拿大皇家提勒爾古生物學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張東君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13 世界の博物館: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夏淑怡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20 德意志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吳乃慧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37 大英鐵路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陳濰甄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37 大英鐵路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陳濰甄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44 曼谷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51 安納托力亞文明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夏淑怡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68 世界的偉人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75 羅馬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82 雅典國立考古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5649999 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康家銘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12 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吳乃慧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29 拉斐爾.拉爾科.埃雷拉考古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36 肯亞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43 世界的民族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50 開羅埃及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67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74 世界的天文太空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吳乃慧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81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98 以色列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00 都靈埃及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17 新德里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瞿中蓮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24 九州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黃心寧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31 京都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黃心寧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55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龔婉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62 陜西歷史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龔婉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79 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86 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長安靜美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93 大都會美術館 蕭淑美總編輯; 蔡青雯翻譯 平裝 1

9789869419109 那不勒斯國立國立考古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長安靜美譯 平裝 1

9789869419116 巴基斯坦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419123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翻譯 平裝 1

9789869419130 金邊國立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卓于綉譯 平裝 1

9789869419147 祕魯國立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吳乃慧翻譯 平裝 1

9789869419154 生命的追問 張海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493 少尉.等一等 黃竣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313 新編密教大辭典 林光明, 林怡馨, 林怡廷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5293 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 2016第二十二屆 蘇致遠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409 Leading church in the hybrid age Liu, Tai Hua Jessica[作]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2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803 策展.當代美學: 身體、性別、離散 陳明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866 福慧集. 六,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870 臺日交流展 哲學性的堅持反省 吳妍儀, 謝詠絮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915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作品專輯. 第四十六屆 林仁傑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47 四部備要. 集部 臺灣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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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8406 吳耀輝書法篆刻作品集. 二0一六 吳耀輝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7662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六屆 羅怡潔等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性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水彩畫協會

瑭譯國際藝術策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嚴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467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 2017年臺灣行銷科學學會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31916 為了拯救世界的那一天: Qualidea code 橘公司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1947 魔劍的愛莉絲貝兒. 6, 再會吧,妖刕 赤松中學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449 幼女戰記. 4, Dabit deus his quoque finem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746 下京區花屋梅小路: 京極莊之百貓和歌 由似文作; pon-marsh插畫;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753 座敷童子的代理人 仁科裕貴作;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2807 1秒鐘的用心之道: ANA教你用37個小技巧改變職場&人際關係ANA商務解決顧問公司作;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68 轉生鬼神浪漫譚 藍藤遊作; 林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2975 告白預演系列. 5, 戀色綻放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 香坂茉里作;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999 未踏召喚://鮮血印記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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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3118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125 棧敷童子之誕 京極夏彥原作; 佐佐木禎子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132 死相學偵探. 1: 十三之咒 三津田信三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149 北歐女孩日本旅遊好吃驚 歐莎.葉克斯托姆(Asa Ekstrom)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156 OVERLORD. 10, 謀略的統治者 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170 魂草 葛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224 噬血狂襲. 14, 黃金時光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248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2, 大學生篇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255 異界轉生強奪戰 mino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262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駱駝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279 其實,原本只要那樣就好了 松村涼哉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286 新機動戰記鋼彈W冰結的淚滴. 13, 沉默的讚歌 隅沢克之作; Hwrit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293 瓦爾哈拉的晚餐. 1, 山豬與龍的串燒料理 三鏡一敏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309 企鵝公路 森見登美彥作;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316 為什麼別人比我早下班?高階經理私藏的75個效率翻倍工作術木部智之作;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323 學生會副會長矢上小百合非常努力! 稲光伸二原作; 柚木N'漫畫; NIK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864733330 Elysion雙樂園的迴旋曲 Sound Horizon原作; 木下さくら漫畫; JUSTICE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347 八男?別鬧了! Y.A原作; 楠本弘樹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354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361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博士漫畫; 上野原案;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385 小百合的妹妹是天使 伊藤ハ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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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3422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3453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守姬武士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3460 魔王經紀人 黑夏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477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484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491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507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3514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3545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3552 我的朋友世界第一可愛 三月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569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 「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3583 心靈偵探八雲 神永学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3606 從早到晚與從今以後 波真田かもめ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613 大白熊熱戀中 ころも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620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貓芝居原作; 石神一威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644 千年樹的輪轉之詩 月亮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651 拉查花3+1貓日常生活 康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668 對了,來賣星星吧!: 如何在「難銷時代」創造新的商業模式?永井孝尚作;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675 宿坊散策: 兩天一夜日本小修行 上大岡留, 開運探險隊作; 徐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682 香魅堂奇譚 羽根川牧人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699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 2, 人間椅子 屋頂裡的散步者江戶川亂步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705 禁止出借!玉響妖怪圖書館 一石月下作;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712 絕對的孤獨者. 3, 凝結者The Trancer 川原礫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729 BACCANO!大騷動!. 18, 1935-A Deep Marble 成田良悟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736 惡魔高校DxD. DX.1, 轉生天使也瘋狂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743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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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3767 夢沉抹大拉 支倉凍砂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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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3781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3798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師走トオル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3804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19, 師族會議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3811 我被召喚到魔界成為家庭教師!?. 2, 要開幕了,公主們鷲宮だいじん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828 英雄都市的笨蛋們. 1, 公主與被封鎖的英雄之都アサウラ作; 黃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835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842 精靈,戰車與我的日常. 1, 裝甲精靈的誕生 佐藤大輔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3859 艦隊Collection: 鶴翼之絆 內田弘樹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3866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14, 行星六喰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880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3897 強殖裝甲GUYVER 高屋良樹作; 磊正傑譯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733903 櫻x櫻 森繁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3910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3927 鋼彈創鬥者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今ノ夜きよし漫畫; umon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3934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3941 GUNNERS槍械異戰 天王寺キツネ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3958 荷包蛋的蛋黃何時戳破最美味? おおひなたごう漫畫; 方育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3965 鬼灯家的大姊姊(＋妹) 五十嵐藍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3972 狼王子原創小說 林麗珊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3989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3996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009 武士老師 黑江S介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16 1/365的戀人 たっもとみお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023 女孩的季節: 她們的春夏秋冬 にいち作: JUSTIC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030 隨性所欲的世界 幾夜大黑堂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47 祕愛色譜 はらだ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54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力ワユ力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61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 jin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78 書店裡的骷髏店員本田 本田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78 書店裡的骷髏店員本田 本田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85 花與蝶 高永ひなこ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092 深灰澀樂章 所ケメコ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108 第五堂課的戰爭 優作; JUSTIC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115 結婚後的戀愛進行式 shin5原作; sirocco漫畫;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122 少年與賣藥郎 吉田実加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139 進入了沒想像中好混的編輯部成為菜鳥編輯,負責的作者還是家裡蹲妹妹!?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146 六界妖后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153 大仙術士李白 葉明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4160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4177 法布爾小姐的蟲之荒園 物草純平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418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7, Alicization awakening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191 艦隊Collection陽炎,起錨! 築地俊彥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420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外傳, 找面具惡魔指點迷津!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214 幻視行 吉原理惠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221 逃殺競技場 土橋真二郎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4238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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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4252 絕對雙刃. 10, dust to dust.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26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abec畫集 abec作; 川原礫原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276 別對我太壞. 小鳥遊彰篇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283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290 暴走教師: 帥哥老師真命苦 大和名瀨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4306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313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320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 3, 芋蟲 江戶川亂步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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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4344 天邪鬼之輩 京極夏彥原作; 愁堂れな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351 破門 黑川博行作; 王華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4368 死相學偵探. 2, 四隅之魔 三津田信三作; 莫秦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4375 不上班,你會更快樂嗎?: 跟著10位哲學家找到工作的意義小川仁志作;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382 刺客守則. 1: 暗殺教師與無能才女 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399 機動防衛者Dowl Masters 佐島勤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4405 墮落之王 槻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412 智慧村的座敷童子 鎌池和馬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4429 飛翔吧!戰機少女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4436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1, 魔眼之王與屈服女神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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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4450 騎士保母與怪獸幼兒園 神秋昌史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467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6, 詠月之魔女 虎走かける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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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4498 企業☆女孩. 2, 社長!!出擊時間又到了! 神代創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504 機動戰士鋼彈0083 REBELLION 夏元雅人漫畫; 張士新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511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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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864734535 槍械少女!! 天王寺キツネ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4542 你的名字 新海誠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559 High 5制霸青春原創小說 聯合互動監製; 何曜先, 宋禹論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566 你的名字Another Side: Earthbound 新海誠原作; 加納新太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573 High 5制霸青春熱血寫真本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597 非人哉 一汪空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03 只要有趣就夠了!: 發行累計6000萬冊-編輯工作目錄三木一馬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10 跌倒了也要繼續向前進 有川浩作;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27 TOYOTA職場教戰手冊: 改變職場眾生的最強工作術OJT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作;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41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貓芝居原作; 石神一威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658 別對我太壞plus+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65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4672 第五堂課的戰爭 優作; JUSTIC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689 二次緣古物雜貨店 夜透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96 校對女王 宮木あや子作; 許婷婷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4702 紅的告別式Pink and Gray 加藤成亮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719 戀愛寄生蟲 三秋縋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733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4740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34757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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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864734771 百無禁忌!女高中生私房話 鈴木健也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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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4801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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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4825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Girls Side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832 OVERLORD. 11, 矮人工匠 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849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4856 機動戰士鋼彈0083 REBELLION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畫; 張士新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870 夏普先生與塔尼達小弟@ 仁茂田あい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887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4894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4900 從早到晚與從今以後 波真田かもめ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917 惡魔高校DxD. 21, 自由上學的路西法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924 Fate/Prototype蒼銀的碎片 櫻井光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4931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4955 黑暗騎士不可脫. 1: #艾爾林#想成為OL#黑暗惡魔之門的使用者木村心一作; 竹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962 情色漫畫老師. 6, 應該與山田妖精結婚的十個理由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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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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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734993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006 美少女乃求斬之道 入間人間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013 東京,我來了!: 喜歡東京,所以一定要做的30種主題旅遊行程!JapanWalker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020 NIRVANA じんx沙雪原作; 沙雪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037 好旅宿不藏私: 美好的旅行從品味住宿開始吧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204 鎌倉點心舖的死神 谷崎泉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211 鎌倉點心舖的死神 谷崎泉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228 傾聽妳的顏色 小川晴央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242 青春期超感應 天澤夏月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310 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大會手冊. 2016蔡尤溪總編輯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6358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一輯 林伯修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906372 傳說加走灣 于文正, 蔡金蓉, 于向晴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77

送存冊數共計：184

臺灣冷凍空調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1891 武裝機甲Linebarrels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51730 豹紋守宮超圖鑑: 一本掌握守宮生態及品種解析海老沼剛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60 戀愛暴君 高永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51877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無法說出喜歡你 黑木あぐみ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884 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山田パピコ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914 豪華郵輪之戀 水上ルイ作; Niwa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51921 過度保護不是嗎? 島あさひ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938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51945 土星公寓 岩岡壽枝漫畫;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51952 來吧 和我談一場戀愛extra(初回限定版) 大和名瀨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976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51969 曼谷地鐵遊. 2017年 media porta編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983 這樣開店超賺!從數字管理、行銷戰略到菜單規劃全收錄鬼頭宏昌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990 超萌Q版角色漫畫技法: 從比例、表情動作到上色技巧全解析!濱元隆輔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03 7大步驟打造企業關鍵留客力: 從滿足需求到超越期待!遠藤直紀、武井由紀子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10 指甲按摩排毒法: 每個指頭按10秒,就能打開免疫力開關鳴海理惠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27 大腦跟你想的不一樣: 腦研究家嚴選最新腦科學新知池谷裕二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34 55款雜糧麵包.甜點: 吃粗美味健康! 藤本由香利, 栗崎優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41 最強升遷學: 51個快速掌握職場眉角的不敗祕訣內藤誼人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58 4大名家傳授160道板前割烹の前菜及酒餚 門脇俊哉等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65 解憂處方籤: 日本心理名醫談壓力的洞察與釋放長沼睦雄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72 日本媽媽這樣教出會理財的小孩: 把握金錢觀養成的黃金期,替孩子打下一生幸福的基礎河村京子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89 成功者的關鍵溝通力,讓你30秒掌控全局! 野村るり子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096 一個缽盆變出濕潤鬆軟的馬芬&磅蛋糕: 植物油+豆漿超組合!幸栄著;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102 這樣的主管,下屬最自動!: 業績翻倍、管理無漏洞的主管必勝絕技世古誠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119 打造倒三角體型的陸上訓練: 游泳選手肌肉鍛鍊的祕密!高橋雄介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126 北海道HO冬季號 ぶらんとマガジン社作; 李蓁, 蕭雲菁, 鄭翠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20 漫步舌尖的輕盈新食感! 低糖、低卡、無麩質的雲朵麵包吉川文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臺灣知識庫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東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4731 瘦身流言終結者 艾文.曼德沃作; 劉姵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443 刺客外傳: 國際當代繪畫邀請展. 2016 馬芳渝, 林蔭棠主編 精裝 1

9789868736443 刺客外傳: 國際當代繪畫邀請展. 2016 馬芳渝, 林蔭棠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937 讓我們一起寫歷史 樂以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9877 客家文學詩歌選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9789868779884 客家文學散文選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9789868779891 當代客家文學. 2016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411 步道常見100種原生植物圖鑑 唐凱軍等撰文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0142 超越BEYOND國際海報邀請展 王炳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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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海報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科技化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方藝術聯盟



9789869259538 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病吸入治療 郭炳宏等編著 平裝 2

9789869259545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肺部復健衛教手冊 林鴻銓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59545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肺部復健衛教手冊 林鴻銓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59552 慢性阻塞性肺病之氧氣治療及呼吸器使用 徐武輝等編著 平裝 2

9789869259569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壓: 實證診斷及處置指引 徐紹勛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259569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壓: 實證診斷及處置指引 徐紹勛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901 好魚慢食: 吃對海鮮愛海洋繪本 林愛龍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855 織布技術 姚興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394 普通物理學 Richard Wolfson原著; 蔡仲尼等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803400 普通物理學 Richard Wolfson原著; 蔡仲尼等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803417 管理數學 Larry J. Goldstein, David I. Schneider, Martha J. Siegel原著; 張哲明等譯第11版 平裝 1

9789862803462 KK for kids 蘇靜寧等編輯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03479 KK for kids 蘇靜寧等編輯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03523 資訊管理 David M. Kroenke, Randall J. Boyle原著; 劉哲宏, 陳玄玲譯第7版 平裝 1

9789862803561 應用力學: 靜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曾彥魁, 呂立鑫, 連啟翔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578 朗文全民英檢初級教室. 複試(寫作&口說)模考攻略齊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585 朗文全民英檢初級教室. 初試(聽力&閱讀)模考攻略齊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608 朗文全民英檢搶分祕笈. 初級(寫作&口說) Jason Buddo, 謝璿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615 Dining out Lin, Yi-Sheng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803622 Dining out Lin, Yi-Sheng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803639 供應鏈管理 Sunil Chopra, Peter Meindl原著; 張嘉華翻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2803646 半導體元件 Ben G. Streetman, Sanjay K. Banerjee原著; 龔正, 鄭岫盈, 吳忠義翻譯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9789862803653 會展管理 George G. Fenich原著; 倪家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660 New gogo loves English Ken Methold等[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03677 New gogo loves English Ken Methold等[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03721 自動控制 Katsuhiko Ogata原著; 蕭俊祥, 林志哲編譯 第5版 平裝 1

9789862803745 材料力學導讀本 R. C. Hibbeler原著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294 偷偷看一下: 恐龍 安娜.米爾布倫(Anna Milburen)文; 席夢娜.迪米特利(Simona Dimitri)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31 大人上班都在做什麼? 維吉妮.摩根(Virginie Morgand)文圖; 李欣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62 豪華版超大迷宮遊戲 羅倫.艾利斯圖; 麥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386 豪華版超大連連看遊戲 克絲汀.羅伯森文; 凱特.理默設計.圖; 麥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461 冬日中的木精靈 菲利普UG作; 歐家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478 快樂鳥 菲利普UG作; 歐家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485 機器人不喜歡下雨天 菲利普UG作; 歐家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492 蝴蝶祕密花園 菲利普UG作; 歐家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255 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3.0 臺灣專案管理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910 丈夫為何頭痛?妻子為何心痛?: 讓夫妻變幸福的解決方案朴好根著; 王愛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9513 後甲教會設教60週年: 見證集 章景然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推喇奴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後甲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9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專案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387 中西並重: 監理會在華事業研究(1848-1939) 馬光霞著 平裝 1

9789866131394 從基督到基督教: 耶穌運動的發生、發展和轉型王學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1276 水漾年華: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會員展. 2016 郭明福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604 人民力量革命三十年的菲律賓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611 臺灣的地位與前途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220 歐盟集保法制改革對集保結算所的機會與挑戰 平裝 1

9789869260237 從滬港通跨境交割模式探討集保結算所因應跨境交易之交割保管作業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3927 臺灣棒球名人堂第三屆特展紀念集. 2016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161 負擔的承受者 雷瓦達比庫(Bhikkhu Revata)著; Sayalay Karuna, 蔡杏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672178 自我探索的旅程 雷瓦達比庫(Bhikkhu Revata)著; 常光法師, 蔡杏莉, 曾玉萍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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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無憂小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6576 Pedretti's職能治療: 針對生理失能之臨床技巧 Heidi McHugh Pendleton, Winifred Schultz-Krohn原著; 王菁憶等翻譯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9266765 臨床芳香療法 Jane Buckle作; 高上淨翻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304153 腎臟醫學秘笈 Edgar V. Lerma, Allen R. Nissenson作; 林于立等翻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304177 醫用微生物學 Patrick R. Murray, Ken S. Rosenthal, Michael A. Pfaller作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9338264 野生動物臨床入門: 恆溫動物 Mark A. mitchell, Thomas N. Tully, Jr.作; 林嫥嫥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271 結核病案例解析 李仁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306 胎兒影像學診斷: 中樞神經系統病例精選. 2013-2014林丹薇等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59313 兒科護理學 Susan Rowen James, Kristine Ann Nelson, Jean Weiler Ashwill原著; 何嘉倫翻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359337 核子醫學與PET/CT: 技術學與技術 Paul E. Christian, Kristen M. Waterstram-Rich作; 丁慧枝編譯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9359344 健康評估與鑑別診斷 Joyce E. Dains, Linda Ciofu Baumann, Pamela Scheibel原著; 高上淨翻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359351 護理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王瑜欣等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359368 基礎免疫學: 免疫系統的功能和異常 Abul K. Abbas, Andrew H. Lichtman, Shiv Pillai作; 商惠芳翻譯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359399 急性與慢性傷口照護: 當前管理概念 Ruth A. Bryant, Denise P. Nix作; 高上淨, 邱文心, 袁淑苹翻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367011 動物醫院分科與臨床技術手冊 林荀龍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028 獸醫血液學: 診斷指引與彩色圖譜 John W. Harvey作; 林姿吟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042 小動物臨床腫瘤學 Stephen J. Withrow, David M. Vail, Rodney L. Pagetg作; 王慧如等翻譯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625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北極真武玄天上帝聖紀概史羅山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67625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北極真武玄天上帝聖紀概史羅山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6966 60農推一甲子風華再現: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六十週年紀念專輯陳玉華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176973 當筷子遇上鋤頭: 食農教育作伙來 董時叡, 蔡嫦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76973 當筷子遇上鋤頭: 食農教育作伙來 董時叡, 蔡嫦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農業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奧福教育協會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2912 奧福音樂教學面面觀: 本土的與創造的基礎音樂教育吳幸如等合著; 林淑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4439 臺灣漆藝協會會員聯展. 2016: 榮亮璀璨 陳永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725 豬隻常見疾病臨床診斷與防治 謝文逸, 陳世平編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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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516998 詮釋的多向視域: 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顏崑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001 新哲學概論: 通俗性與當代性 吳汝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79 紅樓文薈: 第三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文集 胡衍南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8512 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 臺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陳君愷主編 平裝 1

9789868768512 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 臺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陳君愷主編 平裝 1

9789868768512 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 臺灣歷史學會創立2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陳君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7134 隨緣筆記-回家: 法辭隨講 陳菱瑩主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禪心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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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歷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漆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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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71398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摘要與全文光碟. 2016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1574 探索臺語白話字的故事 蔣為文, 周定邦, 楊蕙如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0816 藝術與科學的交會: 文物藝術品科學鑑定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2016曾肅良, 陳殿, 俞美霞等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9323 開會的葵花寶典 陳勁達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122 社區護理的深耕歲月: 你我共同走過的足跡 第31屆社區衛生護理委員會徵文活動小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132 淨土文庫 三十三/三十四 普賢行願初機導引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170 道次第文庫 二十 菩提道次第廣論修心法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45187 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備忘錄聞法軌理. 三, 聞法行為講記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194 法海奇珍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905 教誨黎明曙光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912 極樂教言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96929 岩洞老人顫抖歌淺釋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議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羅馬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行政暨管理學會

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9789869396936 教誨甘露明點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943 懺悔要義頌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950 生生世世攝受願文講記 祈禱加持日光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967 懷業時語略釋: 日月星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96974 普賢行願品備忘錄講記. 二 法王如意寶講授;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575 師任堂傳奇 崔正柱著; 王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582 厚黑學大全集 李宗吾原典; 馬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02 不可思議的猶太人 顧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935 日本人眼中臺灣的小可愛. 在臺的日本老師篇 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300 人生不慌糖: 跟著游醫師聰明控糖x360°全方位血糖自我監測游能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348 拯救人生的中草藥 李志誠, 林瓊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772 126道親子料理同食煮!: 寶寶營養料理+大人好吃餐點,一次搞定!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38 泰經典!泰國傳統料理輕鬆上菜! Nidda Hongwiwat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358 年譜叢書: 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 王靜安先生年譜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雪生年錄(清)張星烺等述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潮21Book



9789865754365 尺牘大全 許慕羲編撰 二版 精裝 1

9789865754372 鬼谷子 (梁)陶宏景注; (清)繆荃孫等校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54389 史料四編: 拳案三種: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奉禁義和拳彙錄 拳案雜存(清)勞乃宣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396 史料四編: 李文忠公海軍函稿 (清)吳汝綸著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5753 行醫40年回顧 鄭阿乾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304 康德哲學對新儒學之啟發 周博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311 半畝方塘 周博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07328 半畝方塘 周博裕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544 畫說百家姓: 100個姓氏的故事 《圖解經典》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747 變變應萬變 伊里亞.葛雷奎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754 我從現在開始數到三......: 德式教養經驗談 卡洽.史妮茲樂(Katja Schnitzler)著; 林又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761 奇異博士: 電影小說 史提夫.貝林原著; 喬恩.史貝斯, 史考特.德瑞克森, C. 羅伯特.卡吉爾編劇; 李樸良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778 奇異博士: 電影故事繪本 R. R. 布斯(R. R. Busse)改編; 榮恩.林(Ron Lim), 安迪.史密斯(Andy Smith), 安迪.特洛伊(Andy Troy)繪圖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350 尋找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關係符號學芻論.1閻嘯平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養正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樂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鄭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石人文工作室



9789579190367 尋找西方國際關係思想的詮釋策略: 國際關係符號學芻論.2閻嘯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90374 尋找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詮釋策略: 國際關係符號學芻論.3閻嘯平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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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2

978986931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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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2

978986931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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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2

978986931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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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395 蜂膠的驚奇療效: 74位名醫一致推薦 石塚忠生著; 范麗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401 水書 郭憲壽, 蕭超隆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227 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優惠年鑑. 2017年 侯瑞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513 筆尖畫境: 顧兆仁速寫作品集 顧兆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7962 是金子總會發光 陳鵬飛著 第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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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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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銳志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摩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730 自助婚紗這樣玩: 小資女變超模 藍星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754 共黨理論與中國大陸研究 李亞明等著 增訂1版 平裝 1

9789571608761 管理講堂: 改變思維改變命運 張威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3050 風格.文化.體驗.達人教你創意生活這樣玩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050 風格.文化.體驗.達人教你創意生活這樣玩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067 維新變身術: 逆風飛翔的傳產故事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93067 維新變身術: 逆風飛翔的傳產故事 墨刻編輯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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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91627 日本酒輕圖鑑 GetNav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34 一看就想模仿的空間改造 Life&Foods編輯室作; 汪欣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41 留白: 不一樣的平面設計第一課,"白"是一切 費工信, 黃于倫, 陳羿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41 留白: 不一樣的平面設計第一課,"白"是一切 費工信, 黃于倫, 陳羿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152 水中的泡芙: 淡水河魨 吳瑞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0169 大型珍怪魚之脂鯉 吳瑞梹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018 初學者ok!愛花人の玫瑰花藝設計book Enterbrain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025 奇形美學食蟲植物瓶子草: 栽培照護＆花藝應用完全指南木谷美咲著;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032 葉材設計花藝學: 晉級花藝達人必學的19個設計技巧&21堂應用課Florist編輯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樂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德河海洋生技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墨刻



9789869384049 Sylvia優雅法式花藝設計課 李玉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056 花.實.穗.葉の乾燥花輕手作好時日 誠文堂新光社授權;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812 西頓動物記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作;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36 抵達夢土通知我 臥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43 1491: 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 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50 1.368坪的等待: 徐自強的無罪之路 李濠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67 歐洲的心臟: 德國如何改變自己 林育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750 近代臺灣公共圖書館的發展(1895-1981) 林慶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67 日治時期臺籍人士應用化學研究論文集 高淑媛, 陳研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78767 日治時期臺籍人士應用化學研究論文集 高淑媛, 陳研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78774 臺灣獨立建國運動史初稿 黃昭堂著; 王敬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81 八磅熨斗: 隔離社會下的美國華人洗衣工 陳靜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798 雷震的歷史辯駁 雷震原著; 薛化元, 楊秀菁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188 殺戮與文化: 西方強權崛起的關鍵戰役 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著; 傅翀, 吳昕欣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195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 加藤陽子著; 黃美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1195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 加藤陽子著; 黃美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06 海上霸主: 雅典海軍的壯麗史詩與民主的誕生 約翰.黑爾(John R. Hale)著; 史曉潔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2533 基礎隱形眼鏡學 葉上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摩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衛城



9789868462540 基礎驗光學 葉上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2557 眼球解剖生理學 曾廣文, 許又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2564 眼鏡光學 葉上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2571 驗光人員倫理與法規 李禮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6716 吳哥遺珍: 青銅文物特輯 陳澤治, 陳鴻榮專文作者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208 臺灣的代用幣 袁明達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432 當你有致富計劃,貧窮就無法趁虛而入: 完全戰勝貧窮的15個致富策略張方駿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706 優美作文引導與示範 趙豐榮, 趙德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599 插畫界奧斯卡歡慶50周年: 波隆納世界插畫大展胡忻儀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459 那瀾陀菩提佛學研習課程系列 竹慶本樂仁波切著; 江翰雯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融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龍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慶堂郵幣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寫憶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震榮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061 翻譯偵探事務所 賴慈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4633 噪音聲押匹婆 王寶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830 樹人學報. 第十三期 李茂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006 臺灣低海拔蝴蝶辨識手冊 林春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6861 溫潤彩筆下的純真童年: 岩崎知弘繪畫的33個祕密岩崎知弘美術館編; 張桂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6878 白雪公主 立原惠里香文; 岩崎知弘繪;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6885 青鳥 立原惠里香文; 岩崎知弘繪;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6892 姆指姑娘 立原惠里香文; 岩崎知弘繪;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71902 天鵝湖 立原惠里香文; 岩崎知弘繪;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71933 瓶中迷境 梅格.沃里茲(Meg Wolitzer)作; 謝靜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940 科學玩具自造王: 20種培養創造力、思考力與設計力的超有趣玩具自製提案金克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988 松鼠們的瘋狂遊戲 琳.瑞.柏金斯(Lynnc Rac Perkins)文.圖; 郭恩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995 不太乖世代: 不是叛逆,更不是反骨,而是堅持乖乖做自己!蘇仰志, 陳慧婷, 親子天下雜誌編輯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1818 來幫忙囉!家事小幫手 辰巳渚作; 住本奈奈海繪; 詹慕如譯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山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藍文化



9789869391801 我有意見 吉竹伸介作,繪; 張桂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1825 怪傑佐羅力之伊豬豬、魯豬豬的致命危機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1832 達克比辦案. 5, 救救昏倒羊: 動物的假死和擬傷 胡妙芬文; 彭永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1849 大熊醫生粉絲團 劉思源文; 嚴凱信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1856 尋找雨兒 安.馬汀(Ann M. Martin)文; 劉握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1870 教養不必惱,自然就好: 只求全心陪伴,不必當完美父母洪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1887 自主閱讀: 讓孩子自選自讀,培養讀寫力 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 李思穎, 劉英作; 林俊宏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1508 十二生肖的故事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21515 幼兒學前,關鍵問! 愛彌兒幼教團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1539 溫美玉備課趴. 2: 五卡教學實錄 溫美玉, 王智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1553 超科少年: 孟德爾 楊仕音, 親子天下整理撰文; 好面, 馮昊, 彭傑漫畫創作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1560 超科少年: 居禮夫人 胡佳伶整理撰文; 好面, 馮昊, 彭傑漫畫創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0974 手揉麵包第一次做就成功!: 基本吐司x料理麵包x雜糧養生x傳統臺式麵包鄭惠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981 星級主廚的百變三明治: 嚴選14種麵包X20種醬料X50款美味三明治輕鬆做陳鏡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0998 外傭學做家常菜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01 老屋尋味之旅: 用時光佐人情世故,50家來自味蕾的故事中衛發展中心, 臺灣美食推動服務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602 在七彩霓虹下日光浴 程裕智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722 傻瓜幸福學: 運用靈性原理創造幸福人生 張智豪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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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貓口販紙文創工作室



9789864590544 漫威英雄: 連連看1000 湯瑪斯.帕維特(Thomas Pavitt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582 德式正統甜點: 辻製菓專門學校精選,最受歡迎的德國、維也納經典款配方與烘焙技巧長森昭雄, 大庭浩男著; 辻製菓專門學校監修; 游韻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05 燒酎圖鑑: 從經典款到個性派!收錄310支必喝燒酎與泡盛,介紹品飲、餐搭、選購必備知識與最新潮流日本酒侍酒研究會, 酒匠研究會聯合會作; 葉韋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36 普羅旺斯的聖誕夜 范毅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43 ㄎㄎㄎ.haru的橡皮章生活 haru著; 廖家威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0650 一次讀懂西洋繪畫史: 解密85幅名畫,剖析37位巨匠,全方位了解西洋繪畫的歷史田中久美子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67 葡萄酒餐酒誌: 冠軍侍酒師教你用2張圖精通葡萄酒餐搭佐藤陽一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74 魚菜共生自學指南 吳瑞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81 圖解機率、統計 鈴木香織, 竹原一彰監修; 李貞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0698 美國推理作家食譜: 失蹤的凶器、消失的屍體,110位推理作家的109道驚人美食凱特.懷特(Kate White)編著; 蔡宛娜, 古又羽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0816 發明熱情點亮人間的愛迪生 薛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23 世界歷史300故事 林梁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90830 鬼谷學校. 2, 森林裡的祕密 郭文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47 漫畫中國歷史. 14, 盛世大唐之王朝初立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54 衝出時光黑洞的霍金 姚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85 漫畫中國歷史. 15, 盛世大唐之貞觀之治 韓陽動漫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92 百怪鎮 范錫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908 漫畫中國歷史. 16, 盛世大唐之曠世女皇武則天 韓陽動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915 漫畫中國歷史. 17, 盛世大唐之開元之治與安史之亂韓陽動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939 功夫樹 范錫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0367 競賽作文優勝解密, 國小組. 2 賴慶雄, 張靜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374 最後一根火柴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381 我喜歡媽媽 崔在淑著; 文球善繪; 劉珊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398 我喜歡爸爸 崔在淑著; 金榮洙繪; 劉珊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404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 國小組 賴慶雄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11 地圖上的中國歷史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龍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螢火蟲



9789864520428 可怕怪物大鬧校園 鄭宗弦文; T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35 最新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全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20442 最新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全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20459 日記起步好幫手 賴慶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20466 我要當攝影師 YaYa媽媽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73 我要當農場主人 嚴曉萍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80 我要當畫家 張燕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97 我要當旅行家 李海生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03 我要當科學家 陳夢敏, 子非魚作; 田曉明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10 我要當考古學家 李海生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27 我要當外交家 張燕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34 我要當天文學家 嚴曉萍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41 幸福公主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58 地圖上的中國 游舒安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565 地圖上的世界 張靜如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572 國小語文能力完全測試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589 中國地理地圖 洋洋兔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901 筆刻.年輪: 獨立中文筆會作品年鑑. 第二卷 馬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441 話筒裡的臺灣: 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 楊振興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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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5319 是誰讓屍體說話?: 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 鄒濬智, 蔡佳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36 中華民國那回事: 一位江南事件親歷者的觀察 陳治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50 民族主義與當代社會: 民族主義研究論文集 羅志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0298 《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 蔡相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20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三, 文革紅血.遺老紅態 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37 被遺忘的學者: 常燕生教育政治論文集 陳正茂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獨立中文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9789869363044 在信仰之外: 從科學角度破除迷信 林基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75 想逃?沒那麼容易!: 看現代犯罪偵緝如何實踐三十六計鄒濬智, 曾春僑合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6366 人生再痛,也要堅持信念: 一個九份撿媒渣孩子的奮鬥人生林春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82 孫中山的左右手: 朱執信與胡漢民 汪希文, 張叔儔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3099 臺大與我: 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 洪朝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03 康德元年版滿州國名士錄(復刻典藏本)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10 滿州地志: 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復刻典藏本)日本參謀本部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27 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 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王新命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34 瞧,這個小個子: 年譜中鄧小平 雷雨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41 帝國的跑道: 互聯網下的快遞中國 朱曉軍, 楊麗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58 斷尾的壁虎: 來臺陸生的生命記事 孫碧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65 正視中國崛起: 台灣外交新戰略 酆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72 三十年來家國: 1916-1945的烽火中國 李誠毅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8696 抗戰文藝論集 洛蝕文原編;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5070 The rabbit and the tortoise Peter S. H. La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5087 The ugly duckling Peter S. H. La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5094 Jack and the beanstalk Peter S. H. La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5117 Phonics QQ B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24 Phonics QQ D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31 Phonics QQ F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558 擊敗群眾的逆向思維: 肯恩.費雪教你看懂市場真相肯恩.費雪(Ken Fisher), 伊莉莎白.迪琳格(Elisabeth Dellinger)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565 投資進化論: 揭開"投腦"不理性的真相 傑森.茲威格(Jason Zweig)作;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572 賺贏大盤的動能投資法 安德烈.可蘭諾(Andreas F. Clenow)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589 下重注的本事: 當道投資人的高勝算法則 莫尼斯.帕波萊(Mohnish Pabrai)作;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寰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903 黃綠紅海撈操作法影音講義書 温首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903 黃綠紅海撈操作法影音講義書 温首盛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7208 五旬節全備的祝福 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著; 王環苓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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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51718 幻想風琴 初野晴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725 惡德偵探制裁社. 3: 對決死神的女孩 松岡圭祐著; 黃姿瑋譯 平裝 1

9789865651732 狂暴年代 Lavie Tidhar著; 歸也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749 告別的方法 若竹七海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756 悲嘆之門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51763 悲嘆之門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51787 孤島之鬼 江戶川亂步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794 吉祥寺的朝日奈君 中田永一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800 機龍警察: 自爆條款 月村了衛著; 李彥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51817 惡德偵探制裁社. 4, 最終決戰 松岡圭祐著; 黃姿瑋譯 平裝 1

9789865651824 貪婪之羊 美輪和音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831 蒲生邸事件 宮部美幸作; 劉姿君, 王華懋, 婁美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848 D坂殺人事件 江戶川亂步著; 林哲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855 放學後 東野圭吾著; 張秋明譯 平裝 1

9789865651862 機龍警察: 暗黑市場 月村了衛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879 歡迎來到夜谷 約瑟夫.芬克(Joseph Fink), 傑佛瑞.克雷諾(Jeffery Cranor)著; 林曉欽譯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安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興安財經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錫安堂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803 禪錄 比丘尼如喃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826 新一代數位科技與創新服務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徐婕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66 情義相挺之切面見證: 倪再沁收藏展 倪又安專文撰稿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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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109 無量義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81123 無量義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81123 無量義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81130 法譬如水: 經藏演繹精選曲譜(室內樂譜) 平裝 1

9789869381147 無量義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999 留金寄興: 蔡明讚金文集 蔡明讚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龍宏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醒吾科大資訊學院



9789869426602 著隸抒懷: 蔡明讚隸書集 蔡明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619 揮草游藝: 蔡明讚草書集 蔡明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626 覽物說情: 蔡明讚蝶野吟草詩集 蔡明讚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5423 吃好不吃藥,輕鬆吃出好氣色 摩天文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430 辦公桌抽屜裡的面具: 榮格的人格面具理論助你闖蕩職場木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515 浪漫中國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522 小陽臺大園藝: 園藝、夢想、家 王梓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539 倉央嘉措畫傳　 傾藍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546 改變世界經濟地理的一帶一路 葛劍雄等撰文; 劉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2833 蘇黃尺牘合璧 蘇東坡, 黃山谷合纂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840 版本目錄學論叢 昌彼得著 初版二刷 平裝 2

9789576142857 詩詞例話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864 徐渭研究 張孝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871 生春紅室金石述記 林萬里撰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888 南村帖考 程文榮撰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895 激素飛清閣平碑記 楊守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01 鄰蘇老人手書題跋 楊守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18 東洲草堂金石跋 何紹基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496 桌上的和風料理 簡瑩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02 純手工風味美食 梁瓊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學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8836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Hofm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370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Hofm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387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Hofman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39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Litau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0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Litau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1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Litau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24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Wenzhounese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Jiahan Sha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31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Wenzhounese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Jiahan Sha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4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Wenzhounese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Jiahan Shang[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55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Japanisch Alltagskurs Henning Vogler, Takafumi Miyauchi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62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Tschech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79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Tschech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86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Tschech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Glossika Team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49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Egyptian Arabic Fluency. 1Michael Campbell, Remon Frage Herany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09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Egyptian Arabic Fluency. 2Michael Campbell, Remon Frage Herany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1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Egyptian Arabic Fluency. 3Michael Campbell, Remon Frage Herany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23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lowak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Glossika Team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30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lowak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Glossika Team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47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Slowak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Glossika Team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54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Lettisch Sprachbeherrschung. 1Christian Schmidt, Danuta Mezor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61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Lettisch Sprachbeherrschung. 2Christian Schmidt, Danuta Mezor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78 Glossika Vielsätzmethod Lettisch Sprachbeherrschung. 3Christian Schmidt, Danuta Mezore[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8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ak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Alexandra Sram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59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ak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Alexandra Sram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438860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ak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Alexandra Sramkova[編著]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0349 滄桑刺桐 傅宗文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356 滄桑刺桐 傅宗文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363 龍門食話 彭忠富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龍視界

諾森貝登



9789865620370 微雨獨行: 一個平凡人的覺悟 李清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387 寥廓江天 李清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394 伏羲門神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400 伏羲門神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417 帶團隊: 用制度管人,按流程做事 孫科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206882 量子力學解題要訣(含國家考試近代物理) 蘇宏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511 銷售獎勵辦法 何永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28 財務主管工作手冊 李健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35 銷售部門培訓遊戲綜合本 邱世文, 任賢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42 金牌店員內部培訓手冊 陳宇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509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20 1st ed. 其他 1

9789869341516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21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098 勝率73.45%!一天就學會的五步驟選股法 林艾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98 勝率73.45%!一天就學會的五步驟選股法 林艾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714 第一次東京親子自由行好好玩 芊爸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6721 最強收納團隊傳授的3步驟收納術 韌與柔生活團隊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獅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曉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9104 中國國際貿易實務 莊昆明編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80493 查理九世. 21, 沙海謎國 雷歐幻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509 血色青銅: 夏商周歷史密碼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516 血色青銅: 夏商周歷史密碼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523 血色青銅: 夏商周歷史密碼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80547 英雄時代: 強盛的秦漢帝國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554 查理九世. 22, 所羅門王的魔戒 雷歐幻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561 查理九世. 23, 香巴拉,世界的盡頭 雷歐幻像著 初版 其他 第23冊 1

9789863880578 英雄時代: 強盛的秦漢帝國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880585 查理九世. 24, 末日浮空城 雷歐幻像著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80 織境.之境 張瑛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129 Soppy愛賴在一起 菲莉帕.萊斯(Philippa Rice)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2766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 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曹銘宗著; 翁佳音指導顧問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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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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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樹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樹德科大流設系

龍鳳凰國際開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294 屏東縣九如鄉人物傳略 蘇全福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7161 利他主義. 4, 無情狐妖與我 森扉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97185 王子殿下結業中 M貓子著; 夜襲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522 技術高級中學經濟學. II 傅斯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539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 VI(B版) 邵敏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799 各國商標制度實務指南. 系列1: RCEP、TPP及臺商主要申請國范國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04 重構婚姻暴力診療驗傷: 醫學現代性及其不滿 黃志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11 以市民社會檢視中國政治發展2008-2014 童慧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28 論日本著作權法之脈絡: 實務判例解析 方冠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35 從<>與<>看感官欲望 李明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42 「凶宅」裁判之動向與評析: 以出賣人瑕疵擔保為中心黃靖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59 2016年日本政經發展與對外關係 任耀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59 2016年日本政經發展與對外關係 任耀庭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88566 酒駕、正當法律程序與實證研究 張文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320 宣教心視野. 第三冊, 文化視野(簡體字版) 溫德(Ralph D. Winter), 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著; 宣教心視野研習課程中文編譯團隊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443 宣教心視野. 第一冊, 聖經視野(簡體字版) 溫德(Ralph D. Winter), 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著; 展望心視野研習課程中文編譯團隊編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蘆圖書

錦繡中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螞蟻創作工作室



9789575568450 宣教心視野. 第二冊, 歷史視野(簡體字版) 溫德(Ralph D. Winter), 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著; 展望心視野研習課程中文編譯團隊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467 宣教心視野. 第四冊, 策略視野(簡體字版) 溫德(Ralph D. Winter), 賀思德(Steven C. Hawthorne)編著; 展望心視野研習課程中文編譯團隊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866 誠靜怡與中國教會自立 趙天恩著; 龍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873 築愛: 期待中的家 邱慧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39853 鬼還怨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60 死神的戀愛副本. 3: 我的桃花業障重 九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77 要命告白 水曼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84 魚干男的妄想生活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891 靈界插班生: 校外服務打惡鬼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07 寂寞的正確消除法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14 鬼咬人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21 先生來盒保險套 奎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38 靈界插班生: 期末測驗戰魔王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45 學園忌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52 獨佔手下敗將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69 攻略魔王社長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76 爺的解酒湯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83 放課後五十道磨難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39990 鬼討債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07 KISS.捉妖.過新年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4224 起.點: 趙丹綺粟紋法金工創作 趙丹綺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029 琉璃子. 第1卷, 龍舒孝母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尼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邀月文化



9789868859036 琉璃子. 第2卷, 善孝齊天 陸婉兒捨身救母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9043 琉璃子. 第3卷, 楚江邊城廣孝篇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9050 琉璃子. 第4卷, 命喪棍杵下 返報繼母恩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9067 琉璃子. 第5卷, 慈濟庵中遇仙人 點破玄機還孝心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9074 琉璃子. 第6卷, 肖隱士夜半聞私語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9081 琉璃子. 第7卷, 紫琉仙善護天書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59098 琉璃子. 第8卷, 金沙盜仙蟾 濁浪返仙簷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006 琉璃子. 第9卷, 韓孝謙枉受奇冤 悟生死勸出迷離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013 琉璃子. 第10卷, 妖狸棄杖躲鍾馗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020 琉璃子. 第11卷, 眾花神齊聚繪天錦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037 琉璃子. 第12卷, 墨海神龜圖 王唯茜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937 40週寫作覺醒: 心法.示範.評析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0937 40週寫作覺醒: 心法.示範.評析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0944 趨勢寫作圖表稿什麼: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作品集. 第九屆第九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優勝同學等作;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0944 趨勢寫作圖表稿什麼: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作品集. 第九屆第九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優勝同學等作; 聯合報教育事業部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193 為什麼非要創新不可: 影響未來的36個研發故事陳皓嬿採訪撰稿; 聯合報新聞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68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價值. 2016 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7086 魚體文字藝術與科技整合綜論 張寬裕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聯合報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聯合報新聞部



9789869206297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紀念莎士比亞逝世四佰週年貢中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209 實用護理臨床教學策略 趙淑員計畫主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5936 櫻桃園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作; 湯姆.史塔帕(Tom Stoppard)改編; 馬汀尼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5943 伊凡諾夫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作; 湯姆.史塔帕(Tom Stoppard)改編; 馬汀尼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645950 海鷗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作; 湯姆.史塔帕(Tom Stoppard)改編; 馬汀尼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6212 原來,我這樣也很好 克莉絲汀.荷姆瑞賀茲(Kristien Hemmerechts)文; 安.坎戴勒(An Candaele)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29 月影婆娑你和我: 林靖子 林暄涵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236 媽媽永遠都會保護我 李綠林(Rury Lcc)文; 埃瑪努埃萊.柏托薩米爾(Emanuclc Bertossi)圖; 徐鳳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43 好朋友一定要黏在一起? 艾維娜.懷特(Edwina Wyatt)文; 露西西.瑪斯修羅(Lucia Masciullo)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50 我好想好想得到...... 珍妮特A.霍姆斯(Janet A. Homes)文; 強納森.賓利(Jonathan Bentley)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67 全世界最有禮貌的大野狼 葛雷果.馬畢爾(Gregoire Mabire)文.圖; 孔繁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74 大野狼從故事裡跑出來了...... 維若妮卡.卡普蘭(Veronique Caplain)文; 葛雷果.馬畢爾(Gregoire Mab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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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66901 感動久久: 久久畫會聯展. 2016年 鍾朝俊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403 抽屜裡的敘事曲: 王紫芸作品集 王紫芸著 平裝 1

9789869382403 抽屜裡的敘事曲: 王紫芸作品集 王紫芸著 平裝 1

9789869382410 抽屜裡的敘事曲: 創作論述. 2015 王紫芸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鍾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彩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聲音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薪展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399 亞太菁英論壇. 2016第四屆: 幼兒教育理論與實務論文集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382 亞洲區域經濟與地方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650 彌勒聖道行. 四十一部曲, 龍胎基因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321 大般若經般若理趣分述讚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949 身心靈健康的10堂必修課 許添盛主編; 周和君執筆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36963 快樂醫心 馬冠中口述; 楊秀珍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6970 賽斯速成100 王怡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6317 設計的力量: 如何讓百年老牌煥然一新 David Butler, Linda Tischler著; 吳莉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409 財富大逃亡: 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 Angus Deaton著; 李隆生, 張瀞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6980 浮水錄 李金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475 迷宮書店 羅智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7482 美味的馬鈴薯濃湯 鄭海旺作; 吳承敏繪; 唐忠勤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講堂

環球科大幼保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9789570847499 我的阿姨走失了 塞西爾.金作; 米蓋爾.坦可繪; 王麗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505 造房子的史密斯先生 塞西爾.金作; 安娜.哥黛雅西繪; 賀豫菁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512 住在紅木屋的老太太 徐菁亞作; 史提方.吉赫繪; 楊中英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529 陸地的秘密 徐菁亞作; 艾爾莎.輝繪; 丁美琳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536 我的外公 李銀景作; 杜加.邦赫繪; 陳英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543 小維京人 李孝珍作; 克莉絲汀娜.利普卡-札巴羅繪; 羅婕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7833 于丹<>心得 于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7840 于丹<>感悟 于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7888 做最好的自己 李開復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8038 看圖學中文語法. 進階篇 劉崇仁著; 張莉萍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076 秦崩: 從秦始皇到劉邦 李開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8090 1959: 拉薩!: 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李江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8168 Taiwan風之旅 小林豊著;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175 巴利語佛經譯注. 增支部 關則富譯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48182 電報大道 麥可.謝朋(Michael Chabon)著; 王瑞徽, 傅凱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199 機器人間 業田良家著; 孫蓉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48205 機器人間 業田良家著; 孫蓉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48212 牆 李如青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229 陌生人 李家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48243 創作者的工作桌與日常 黃惠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250 美麗島紀行 乃南亞沙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267 時間之門 方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274 我的人生在哪裡?和22位法國心理醫師談心 Christophe Andre 編著; 范兆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281 孫中山: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 黃宇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298 公司、合約與財務結構 Oliver Hart著; 溫秀英, 余曉靜, 文羽萍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304 再論高行健 劉再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311 12個插畫家的臺灣風情地圖書 吳宜庭等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311 12個插畫家的臺灣風情地圖書 吳宜庭等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328 亞瑟王之死 湯瑪斯.馬羅里(Thomas Malory)著; 蘇其康譯注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0848335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570848335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其他 第4冊 2

9789570848342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48342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48342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48359 于丹<>心得 于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8366 趨光 陳曜裕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373 邊境 顧玉玲, 曾柏彰, 何春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380 論目的 西賽羅著; 徐學庸譯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397 落窪物語 佚名著; 賴振南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03 北京遺事 古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10 樂土 朱和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27 你不會比死更慘: 芙蘭納莉.歐康納小說集. II 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著; 許恬寧,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34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著; 劉瑞華譯注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41 尼采 劉昌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8458 來玩交換禮物 崔麗君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472 文革五十年祭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89 易代文心: 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 呂文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502 越過喜馬拉雅山 金景華作; 史蒂芬.諾斯佩里歐斯繪; 趙曉茵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8519 雙胞胎兄弟 劉瑛素作; 朴英美繪; 楊曉蕙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2525 2017風水聖經 陳冠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532 2017祈福招財農民曆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549 2017四季發財黃曆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979 中國最佳景觀高爾夫球場簡介(1) 陳俊誠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065986 紐西蘭最佳景觀旅遊景點簡介 陳俊誠作 其他 1

9789869065993 雪梨最佳景觀旅遊景點簡介 陳俊誠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5891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56

鴻運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戴維克文化



9789865725907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1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21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38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4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2595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69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25976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8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2599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424516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452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453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42454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455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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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24578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301 讀點洋書,行點洋路 陳蒼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5343 鬼影大盜 羅傑.霍布斯(Roger Hobbs)著; 陳靜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367 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 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馬克.傑克森(Mark Jackson)著; 王惟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381 少年福爾摩斯: 叛亂之火 安德魯.藍恩(Andrew Lane)著; 蘇雅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398 TYPOGRAPHY字誌. Issue02 Graphic社編輯部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404 一口氣搞懂外匯市場: 無所不在的貨幣,是你非懂不可的金融商品凱西.連恩(Kathy Lien)著; 陳昌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411 死亡的理由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黃妉俐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5428 搭下一班巴士離開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劉麗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435 學數學,弄懂這39個數字就對了: 用數學的語言看見這個世界的真實樣貌,180張圖激發你無所不在的演算力伊恩.史都華(Ian Stewart)著; 畢馨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鴻儒堂



9789862355442 25種關鍵化石看生命的故事: 化石獵人與35億年的演化奇蹟唐納.波瑟羅(Donald R. Prothero)著; 鍾沛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459 2017年開運大預言&金雞報喜開運農民曆 雨揚居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466 為何是植物圖鑑 中平卓馬著; 吳繼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473 鏡幻少女 蘇珊.溫納克(Susanne Winnacker)著; 鄧嘉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480 芋蟲 江戶川亂步, 丸尾末廣著; 黃鴻硯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5497 羊咩咩的京都錢湯圖鑑 大武千明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503 花,如何改變世界?穿越科學、商業、歷史與文化,探索花與人類的不思議共生史史蒂芬.巴克曼(Stephen Buchmann)著; 呂奕欣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510 少年福爾摩斯: 冰中血罪 安德魯.藍恩(Andrew Lane)著; 蘇雅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527 鬼影行動 羅傑.霍布斯(Roger Hobbs)著; 陳靜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534 壞女孩不死 凱蒂.艾蘭德(Katie Alender)著; 林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558 貓咪真厲害: 小小獵人的動物行為學X療癒文化.貓島科學家的貓咪學山根明弘著; 楊明綺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565 萬物運動大歷史: 人體的運作、宇宙的擴張、生物的演化,自然界的運動如何改變世界?鮑伯.博曼(Bob Berman)著; 林志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572 找尋明天的答案: 飲食x能源x經濟x民主x教育,解決人類未來生存危機的全球踏查之旅西席爾.迪昂(Cyril Dion)著; 林詠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596 世界歐文活字300年經典: 350件絕版工藝珍藏,令人目眩神迷的歐文字型美學嘉瑞工房著; 曾國榕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619 一口氣搞懂財務報表: 《金融時報》為你量身打造的財報入門書喬.黑(Jo Haigh)著; 李嘉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626 無聲證人: 血腥迷人的近代法醫史 奈傑爾.麥卡瑞(Nigel McCrery)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640 佛陀的幸福課: 從心理學角度解析佛教哲思,教你療癒自我傷痛,轉化負面情緒,找到當下的幸福感!湯瑪士.培恩(Thomas Bien)著; 盧郁心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500 聯藝攝影年鑑. 2017年 大地攝影研究會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507 乙未油桐花開時 黃英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474 馬太福音研讀. 三, 八至十二章 朱韜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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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3

戲鑼坊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聯藝攝影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673 操練敬虔: 基督教要義每日靈修 加爾文原著; 呂沛淵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100 東圖西畫大觀 陳傳發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298 單位人 劉第紅著 平裝 1

9789869397803 獨夜舟 歐陽昱著 平裝 1

9789869397834 黑暗路上點亮心燈 庄大軍著 平裝 1

9789869397841 顧曉軍小說. 三 顧曉軍著 平裝 1

9789869397858 鷺島故事: 民初歷史小說 李安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415 大陸交換生來臺學習動機、生活適應及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究楊宏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3089 閨女盼嫁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096 閨女盼嫁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102 閨女盼嫁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119 飯館搖錢妻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126 吃貨皇后命 云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133 吃貨皇后命 云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140 吃貨皇后命 云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157 吃貨皇后命 云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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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藍海文化

歸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色貞觀文化



9789864653164 甜食王爺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171 良家富女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188 良家富女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195 良家富女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201 聚寶無雙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218 囂張王妃 臨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225 囂張王妃 臨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232 囂張王妃 臨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256 閨秀本賢良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263 閨秀本賢良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270 閨秀本賢良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287 閨中蜜夫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53294 閨中蜜夫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53300 閨中蜜夫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53317 閨中蜜夫 慕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53324 駙馬難追 唐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331 吾家醫娘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348 食補小娘子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355 食補小娘子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362 食補小娘子 夏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379 田園福妻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386 醫家小戶女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3393 醫家小戶女 孜亭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3409 廚娘興家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416 廚娘興家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423 廚娘興家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430 廚娘興家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447 廚娘興家 谷幽蘭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3454 養妻嬌如花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461 買來千金媳 紫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478 買來千金媳 紫目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485 買來千金媳 紫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492 美人姻謀 原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3508 美人姻謀 原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3515 金枝獨秀 亦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522 金枝獨秀 亦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539 金枝獨秀 亦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546 下官很傾城 童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3553 下官很傾城 童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3560 嬌女安家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577 嬌女安家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584 嬌女安家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591 嬌女安家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607 嬌女安家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3614 嬌女安家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3621 醫條富貴路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638 金磚農家女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645 嫡女發威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652 嫡女發威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669 嫡女發威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676 嫡女發威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683 嫡女發威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3690 吾妻是妾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706 棄婦旺宅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713 姑娘好想嫁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720 娘子萬福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737 貴妻不好當 白辛月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744 貴妻不好當 白辛月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751 貴妻不好當 白辛月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768 貴妻不好當 白辛月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775 貴妻不好當 白辛月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3782 當舖千金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799 吉運年年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805 媚行天下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812 表妹宜家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829 表妹宜家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836 表妹宜家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843 閨秀賺金納銀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850 閨秀賺金納銀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867 閨秀賺金納銀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874 閨秀賺金納銀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904 寵冠京華 琉璃白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911 寵冠京華 琉璃白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655 冒險少年浩平: 帶不走的尋寶樂園. 百慕達之謎篇冒險少年浩平團隊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519 癌症,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57 孤獨比肥胖更可怕!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64 醫療，不只販賣希望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71 10個不要對癌症病人說的話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88 你哭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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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31857 普通高級中學體育. 第二冊 黃德壽等編著 再版4刷 平裝 1

9789866931864 普通高級中學體育. 第四冊 黃德壽等編著 再版3刷 平裝 1

9789866931871 普通高級中學體育. 第六冊 黃德壽等編著 再版2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401 樂透頭彩進你家 掩心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雞籠嶼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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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81

雙影創藝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6516 新編兒童國畫入門教程. 秀麗山水篇 王偉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23 新編兒童國畫入門教程. 可愛動物篇 王偉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30 新編兒童國畫入門教程. 美麗花鳥篇 王偉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47 新編兒童國畫入門教程. 趣味魚蟲篇 鄭迪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54 新編兒童國畫入門教程. 香甜蔬果篇 陳肖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78 兒童水粉起步教材 完顏張倍, 金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85 兒童國畫起步教材 王偉成, 陳肖華, 鄭迪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592 兒童素描起步教材 李新猛, 曹亞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08 兒童油畫棒起步教材 余冬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15 兒童油畫棒. 綠魔筆篇 余冬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22 兒童油畫棒. 紅魔筆篇 余冬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39 兒童油畫棒. 黃魔筆篇 余冬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46 兒童油畫棒. 藍魔筆篇 余冬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53 兒童簡筆畫. 綠魔筆篇 胡玉紅,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60 兒童簡筆畫. 紅魔筆篇 胡玉紅,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77 兒童簡筆畫. 黃魔筆篇 胡玉紅,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84 兒童簡筆畫. 藍魔筆篇 胡玉紅,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691 炫卡通. 服飾篇 沈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07 炫卡通. Q版人物篇 沈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14 炫卡通. 草圖篇 沈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21 炫卡通. 動物篇 黃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38 實用繪畫推薦教程: 兒童簡筆畫 牛曄,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45 實用繪畫推薦教程: 趣味簡筆畫 牛曄, 化雨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52 實用繪畫推薦教程: 巧學簡筆畫 牛曄, 孫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769 實用繪畫推薦教程: 創意簡筆畫 徐昭, 牛曄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13 時尚手繪素材庫: 兒童畫資料大全 李彤彤,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20 時尚手繪素材庫: 卡通畫資料大全 化雨, 黃震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37 時尚手繪素材庫: 簡筆畫資料大全 化雨, 陳春紅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844 時尚手繪素材庫: 繪畫資料大全 化雨, 李彤彤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43 小學生益智故事系列: 動物知識故事 張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50 小學生益智故事系列: 科學啟蒙知識故事 張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67 小學生益智故事系列: 植物知識故事 劉峰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74 小學生益智故事系列: 數學知識故事 王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81 小學生益智故事系列: 趣味機智故事 張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6998 小學生益智故事系列: 語言文字知識故事 王寶琪, 邱成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49 乒乓球技巧圖解 劉同眾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56 羽毛球技巧圖解 劉同眾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63 游泳技巧圖解 杜倫樂, 李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70 跆拳道技巧圖解 吳素英, 王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87 散打技巧圖解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094 籃球技巧圖解 黃曉俊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84 彩虹早教.七彩學前描紅: 5以內加減法(彩色版)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391 彩虹早教.七彩學前描紅: 50以內加減法(彩色版)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07 彩虹早教.七彩學前描紅: 拼音描紅. 3(彩色版)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14 彩虹早教.七彩學前描紅: 漢字描紅. 2(彩色版)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21 彩虹早教.七彩學前描紅: 漢字描紅. 3(彩色版)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438 彩虹早教.七彩學前描紅: 數字描紅0-50(彩色版) 譚小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797 寶貝喜歡畫. 一筆畫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03 寶貝喜歡畫. 二筆畫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10 寶貝喜歡畫. 繪畫入門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27 寶貝喜歡畫. 植物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34 寶貝喜歡畫. 動物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41 寶貝喜歡畫. 動植物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58 寶貝喜歡畫. 水果蔬菜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65 寶貝喜歡畫. 人物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72 寶貝喜歡畫. 風景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889 寶貝喜歡畫. 交通工具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919 寶貝喜歡畫. 啟蒙學畫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926 寶貝喜歡畫. 學畫起步 楊合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7933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三字經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940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三字經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957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千字文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964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千字文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971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成語接龍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7988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成語接龍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7995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弟子規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008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弟子規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015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唐詩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022 幼兒國學經典閱讀: 唐詩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039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拼音寶寶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046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拼音寶寶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053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拼音寶寶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060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蒙氏拼音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077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蒙氏拼音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084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蒙氏數學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091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蒙氏數學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107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蒙氏識字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114 幼兒金牌閱讀訓練: 蒙氏識字 陳海英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282 蒙氏數學: 幼兒用書 徐朝霞,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8299 蒙氏數學: 幼兒用書 徐朝霞,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8305 蒙氏數學: 幼兒用書 徐朝霞,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7488312 蒙氏數學: 幼兒用書 徐朝霞,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7488329 蒙氏數學: 幼兒用書 徐朝霞,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7488336 蒙氏數學: 幼兒用書 徐朝霞, 歐陽火初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7488343 創意美術. 繪畫篇, 小班 李治成, 劉峰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350 創意美術. 繪畫篇, 小班 李治成, 劉峰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8367 創意美術. 繪畫篇, 中班 李治成, 劉峰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374 創意美術. 繪畫篇, 中班 李治成, 劉峰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8381 創意美術. 繪畫篇, 大班 李治成, 劉峰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8398 創意美術. 繪畫篇, 大班 李治成, 劉峰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005 魔力卡通教程. 基礎造型篇 沈曄, 王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489012 魔力卡通教程. 基礎造型篇 沈曄, 王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489029 魔力卡通教程. 基礎造型篇 沈曄, 王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7013 高餐嚴選之光: 餐旅高階經理人專輯 劉聰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93

藝美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風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4967 襪ㄟ毛娃娃 毛煜惠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6524974 簡約時尚手作包 郭雅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981 親手做可愛的拼布玩偶 陳春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4998 一學就會的實用液態皂 甯嘉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19 實用百搭的機縫斜背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26 愛上金屬線的手作飾界 何怡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33 節慶卡片輕鬆做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7987 阿嬤的古早味臺灣料理 江清秀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211 認識香草與香料植物 李明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025 Dream gallery Li Tzu-Yueh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2033 千荷葬萬荷生 許忠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718 臺灣美術研究講義 謝里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00 氣韻生動: 文化創意產業20講 黃光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31 畫與詩的對話 歐豪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31 畫與詩的對話 歐豪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55 行動博物館: 文化經濟的視野 西野嘉章著; 黃姍姍, 張依文, 陳艾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79 食慾VS.情慾: 陳秋瑾作品集 陳秋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生活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峰夢想美術館



9789862821886 藝術.創造.時代: 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錄 許玉鈴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86 藝術.創造.時代: 中國當代藝術家訪問錄 許玉鈴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893 臺灣傳藝全集. 第3卷: 洪平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19 張大千vs.四僧書畫. 2, 看懂石谿 何恭上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912 時光的廻廊: 楊文博師生聯展攝影集 楊文博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726 為什麼我們愛得這麼累 加藤諦三著; 吳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33 做孩子的重要他人 蘇文鈺著; 楊語芸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40 資優生教養的頭痛問題 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57 五天 道格拉斯.甘迺迪(Douglas Kennedy)作;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01 婀薄神 崔舜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011 萬物靜觀皆自得 自得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68011 萬物靜觀皆自得 自得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46 帝國密碼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寶華山寶山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藝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07522 永恆的戀歌 華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67350 脫口說日語: 日語會話本能反應之養成 謝逸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267367 現代基礎日語 謝逸朗編著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8267374 明解日本口語語法. 其他品詞篇 謝逸朗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7471 沈默的足跡: 走一趟遠藤周作的長崎歷史文學行旅程亦君, 程亦華, 程亦妮作 平裝 1

9789868427471 沈默的足跡: 走一趟遠藤周作的長崎歷史文學行旅程亦君, 程亦華, 程亦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6375 Targeted phonics. Book3, Short vowel storybooks Jamey Acosta[編] 其他 1

9789867126382 Targeted phonics. Book4, Long vowel storybooks Jamey Acosta[編]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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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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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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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126511 Character Building Songs唱出好品格 Peter LeBuis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櫻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花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儷活綠色生活館

送存冊數共計：2

躍昇文化



9789867126542 Happy valley phonics book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126528 Happy valley phonics book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126535 Happy valley phonics book 其他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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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32 臺北謠言: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阮義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409 著時生活曆. 2017 大乘閒人等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581 好齊x好多!總複習(一). 2016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3598 好齊x好多!總複習(二). 2016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807 喬律師的民訴選擇題 喬律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814 這是一本智慧財產法解題書 林律師, 張律師, 韋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4821 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解題書 高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4838 刑法總則SOP 音果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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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4883 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周凌, 周董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44890 這是一本勞社法解題書 李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0806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蔡志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櫻桃園文化



9789869370813 夢萍老師舞逆齡: 生如夏花 孫夢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0820 律師之路: 從實習到開業的武林秘笈 謝良駿, 卓心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0837 羅文國考公民最新歷屆試題新解 羅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0844 領隊+導遊必勝攻略: 實務. 一 高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0851 這是一本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解題書 良文, 育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0875 這是一本公共政策解體書 許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0882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8990 這輩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為自己做決定 瑪緹斯編著 其他 1

9789864530380 為什麼找不到好工作?: 態度決定你的下一個工作張東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397 他不是人: 最驚悚的推理遊戲 閻育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03 話說三分,點到為止: 讓你秒懂的幸福人生經濟學侯紀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10 完全推理數學遊戲 羅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27 老上海黑道那些年、那些事 梁維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34 驚悚遊戲: 不只是恐怖故事! 閻育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41 噩夢驚魂: 暗黑推理五部曲 夏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1783 夜行人生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6309 世說新語典藏精選 (南朝宋)劉義慶原著; 鳴柳校注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16316 大蝴蝶結女孩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6323 贖罪的紅豆餅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16330 妖獸麵包店 小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6347 我的幸運日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6354 姊姊媽媽玩很大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讀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讀品文化



9789869316361 海裡來的交換學生 維他命熙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16378 最後的啾咪 易小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6385 秘密好朋友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6392 隔壁女孩敲可愛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02 記憶回收二手店 易小歡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1159 乳頭上的天使: 陳克華情色詩選,1979-2013 陳克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57 策展的50個關鍵 李如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01 那一年,我在康河邊揭下佛地魔的面具 許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70 毛毛之書 木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487 騎在雲的背脊上 洪淑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00 精神病患的悲歌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24 懷璧集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48 大煙袋: 喬木短篇小說集 喬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55 寫在霧裡 劉梅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62 家信: 雪迪詩選 雪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79 他娘,毛主席是咱兒子的爹 汪建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86 遊學華語 文藻外語大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593 純真 陳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09 風吹沙 落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16 惡女流域 陳瑤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23 迴身: 妍音短篇小說選 妍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30 血仍未凝: 尹玲文學論集 楊宗翰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47 和權詩三百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54 窗子裡的兩個女人: 鄭南川小說集 鄭南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61 舊時王謝堂前燕: 任真散文選 任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78 越獄吧,身體! 汪建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85 先雞.漫啼.大吉: 林煥彰詩畫集 林煥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692 追著太陽跑,一頭栽進去用力戰勝自己! 提子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08 荷塘詩韻 小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15 潛默電影詩選 潛默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釀出版



9789864451722 風媒集: 周策縱翻譯詩集 心笛等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39 捏出創意力: 15個臺灣景點黏土DIY手作 黃靖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53 彼岸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07 堆疊的時空: 乾坤詩刊二十週年詩選. 現代詩卷 林煥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14 堆疊的時空: 乾坤詩刊二十週年詩選. 古典詩卷 林煥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14 堆疊的時空: 乾坤詩刊二十週年詩選. 古典詩卷 林煥彰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52 吃喝玩樂話矽谷 周典樂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69 寶島歷史輕奇幻: 妖襲赤血虎茅庄 台嶼符紋籙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483

送存冊數共計：9017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送存單位總數：1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