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826 陶藝筆記. I 梁家豪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766 時間全景: 陶亞倫虛擬實境藝術創作論述 陶亞倫作 平裝 1

9789869186773 時間全景: 陶亞倫個展. 2016 胡朝聖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6780 日日湯馬森 胡朝聖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86797 內在之庭: 薩璨如個展 胡朝聖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240 植物油圖鑑: 常用油品成分功效詳解大全,食安風暴下的食用油教戰手冊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614 資深雙廚駱師傅、龍師傅的126道美味私房菜: 名廚烹飪細節、小撇步,一手掌握!超級電視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652 孩子的第一本繪本認知書: 凱文的五感書 理斯貝特.史列格斯(Liesbet Slegers)編著; 蘇家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5676 斷藥: 不開藥的自癒處方箋,帶你脫離生病吃藥的惡性循環!字多川久美子作; 王懷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690 麥斯找朋友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6204 出發救援吧!超級小瓢蟲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6211 30道蘋果鹹食、甜點的日常好食料理: 法式雙廚的私藏美味提案Guilaine de Seze, Christian de Riviere著; 晏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259 好幸運可以遇見你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742 Pro-Face人機介面GP4000入門操作手冊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5208 China Town Chien-Chi Chang 1st ed. 精裝 1

9789869055215 Action at a distanc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4382 Conference Proceeding: Glob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biological engineering(GLSBE) 平裝 1

9789865654399 Conference Procee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CLSE) 平裝 1

9789865654405 Conference Proceeding: Glob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GCSS) 平裝 1

9789865654412 Conference Proceedings: glob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GSEAS) 平裝 1

9789865654429 Conference Proceeding: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APCBM) 平裝 1

9789865654443 Conference Proceed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ICBM)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7-07-04)

送存日期範圍：1060401~10606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38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双方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hi-Wen Gallery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Higher Education Forum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双象貿易



9789863871385 待月記 柳丹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15 探路 王定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22 胡人說書 駱以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60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77 薔薇學派的誕生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14 手繪臺灣人四百年史 邱顯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38 因為愛你: 卡蘿 黃智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45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著; 顏擇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69 春深子規啼 林谷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90 餐桌上的芍藥花 周芬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583 薩德 金辰明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06 和服肉身 江文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13 紐約客故事集. II: 私房話 安.比蒂(Ann Beattie)著; 周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20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朱國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208 BE-能量: 生命與宇宙的真相 JS工作室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849 雷浩斯教你存股2.0: 矩陣式存股法年賺18% 雷浩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56 人人都能學會看懂財報全圖解 <>真.投資研究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63 沒有18%,我靠股票打造自己的鐵飯碗 99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101 稻作革命SRI(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Uphoff T. Norman, 張煜權, 山路永司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2688 女神戰士手冊: 找回女性力量,活出精彩人生 海德艾許.亞瑪拉(HeatherAsh Amara)著; 溫璧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2695 靈性歧路: 揭露新時代靈修華麗糖衣下的誤用與陷阱羅伯特.奧古斯都.馬斯特斯(Robort Augustus Masters)著; 張琇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06 米爾達之書 米海伊.奈馬(Mikhail Naimy)著; 謝明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3913 靛藍天使. 2: 新世代小孩捎來的訊息 李.卡羅(Lee Carroll), 珍.托勃(Jan Tober)著; 蔡心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20 佛陀的床邊故事 龍尊居士(Dharmachari Nagaraja)著; 楊盂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3937 瀕死經驗的啟示 木內鶴彥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44 UFO解密 唐.艾爾金斯(Don Elkins), 卡拉.魯科特(Carla L. Rueckert)著; 李宇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68 再見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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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945 Taki-Haitutuan Bubukunsiduh tu lainihaiban尋找布農的腳印: 臺東縣海端鄉郡社布農族氏族源流、遷移與歷史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兼任講師群受訪; 古世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796 繪畫的基本: 一枝筆就能畫,零基礎也能輕鬆上手的6堂畫畫課莉絲.娥佐格(Lise Herzon)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JS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SRI保育型農業環境學會



9789869460606 一生美人力: 「懂得捨棄」一生會改變,「掌握關鍵」打造屬於自己的美麗齋藤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623 一貫道藏. 史傳之部. 5, 白陽史紀 韓國. (一): 金福堂老前人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904623 一貫道藏. 史傳之部. 5, 白陽史紀 韓國. (一): 金福堂老前人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904630 述說興毅典範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678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第44冊 1

9789865904685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第4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008 戎狄行,不行 東波, 綰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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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771 劉德維: 當代繪畫展.作品選集 劉德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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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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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0747 福岡: 門司港懷舊區 太宰府 JTB Publishing, lnc.作; 尤淑心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47 福岡: 門司港懷舊區 太宰府 JTB Publishing, lnc.作; 尤淑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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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0761 札幌 小樽 富良野 旭山動物園 JTB Publishing, Inc.作; 甘為治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61 札幌 小樽 富良野 旭山動物園 JTB Publishing, Inc.作; 甘為治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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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0785 航空知識のABC 阿施光南, 酒井真比古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85 航空知識のABC 阿施光南, 酒井真比古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792 義大利5都市: 羅馬、米蘭、拿坡里、翡冷翠、威尼斯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周琴翻譯修訂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610808 水滸傳 施耐庵[著] 第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10815 水滸傳 施耐庵[著] 第一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10822 水滸傳 施耐庵[著] 第一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10839 水滸傳 施耐庵[著] 第一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10846 水滸傳 施耐庵[著] 第一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10853 水滸傳 施耐庵[著] 第一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10877 世界捷運與輕軌百科 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877 世界捷運與輕軌百科 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884 世界鐵道與火車百科 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884 世界鐵道與火車百科 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891 東京運將 Beretta作; 陳振皓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907 東京農業人 Beretta作; 林信帆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914 西遊記 吳承恩[作] 第一版 平裝 卷1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十九度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一碗烏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德書會



9789864610921 西遊記 吳承恩[作] 第一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10938 西遊記 吳承恩[作] 第一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10945 西遊記 吳承恩[作] 第一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10952 西遊記 吳承恩[作] 第一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10976 東北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江思翰, 張雲清, 張嘉芬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0983 倫敦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著; 鄧宜欣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0990 曼谷 JTB Publishing. Inc作; 黃琳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003 西班牙 JTB Publishing, Inc.作; 張嫚真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041 鎌倉.江之電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姿瑄翻譯 修訂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1058 京都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芳瑋翻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611072 輕井澤.上田 JTB publishing, Inc.作; 張嫚真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072 輕井澤.上田 JTB publishing, Inc.作; 張嫚真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089 伊豆 JTB Publishing, Inc.作; 黃琳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1316 Massimo Smith so l ow exhibition Massimo Smith作 平裝 1

9789868821316 Massimo Smith so l ow exhibition Massimo Smith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7910 30秒活用商業經典的財富管理書 朵琳出版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432 變身職場鐵咖, 換你選老闆! 廖慧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131 管理老闆搞定同事: 上班族職場生存力Upgrade密技全功略!一次搞定上司、同事、小人!廖慧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077 AEAJ芳香療法檢定: 題型與解析全新權威修訂版芳療檢定對策研究會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14 美甲師技能檢定 NPO法人日本ネイリスト協会(JN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45 和雅菲一起玩手帳 雅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183 石頭篆刻圖鑑: 初學就上手 張喬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13 躲貓貓之貓控天堂!和貓咪一起快樂生活: 22位貓奴與58隻可愛喵星人的日常生活。C.R.K design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20 漢方藥學事典: 漢方醫師與藥師入門中藥材基礎幸井俊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37 RUTH愛分享: 立體感不織布 化妝寶盒 Rut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44 1小時完成!完勝履歷 王穎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51 乖乖睡 一覺到天亮 小山博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68 定力: 腦科學專家教你做對1件事,專注集中精神,高效率完成工作西多昌規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75 吐司將的A TO Z勇氣辭典 Mandie Kuo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299 愛輕食: 愛自己.愛健康.愛漂亮的56道新食感料理提案八方出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305 人生很長,想要好好在一起: 情緒不被牽著走,掌握幸福主權的43堂心情表達課石原加受子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312 純香手工蠟燭 笹本道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336 室內裝飾應用技巧 Atelier*Naco著; 黃瓊仙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811350 Seoul café首爾咖啡館 熊津出版社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374 當魯蛇遇見蘇格拉底: 用一個問題,改變自己,讓人生不再迷惘的哲學課。藤田大雪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381 阿公的折紙玩具: 手眼協調、觀察記憶、邏輯推理,22款益智健腦折紙遊戲久保田競, 日本折紙協會監修; 林心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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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37

乃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人文遠雄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正文化



9789869198448 實踐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 啟動活化細胞密碼,從飯水分離開始李祥文著; 張琪惠譯 增訂版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0155 書法哲學基礎問題 林慶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06471 愛情是用來淪陷的,婚姻則是用來救贖的 李愛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49261 臺語發音入門 姚正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1300 農民講堂. 柑橘篇: 品性.特性.栽培.肥培設計.病蟲害.生理障害蔡東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639 也無風雨也無晴: 史欽泰書法集 史欽泰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215 詠彩舞藝: 本土油畫風采 輕映19藝文空間典藏精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387 墨緣禪意映慈光: 慈光山人文獎全國書法比賽第六屆至第十屆得獎作品輯錄釋大掬等編輯 平裝 1

9789578504394 慚愧僧文集. 第八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04394 慚愧僧文集. 第八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213 一真法界: 二0一三年五月四日於新加坡 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5237 解脫道的佛法: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於臺灣臺南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244 在生活中修行. 第二集: 潛能無限開發: 二00九年三月廿一日於臺灣高雄菩提院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698 餐飲英語: 異國美食情緣 陳怡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66403 首選必考4000單: 「巧取」學測英文15級分+指考英文頂標洪婉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66410 解密中英互譯技巧: 翻譯+英文寫作能力一次躍進!黃瀅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833 圓滿的美 鍾文音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玥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力和博原創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自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力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乘佛刊



9789865813888 臺灣詩選. 2016 焦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895 飲食文選. 2016 朱國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624 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簡體字版) 高士明, 賀照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631 新與舊 理與時 情與勢(簡體字版) 賀照田, 高士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648 村上春樹論: 精讀<> 小森陽一著; 秦剛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281 南京城與紅樓夢 中國著 平裝 1

9789866495298 紅樓夢中的心理衛生、生理衛生與性教育 中國著 平裝 1

9789866495304 通靈少男: 紅樓夢中的通靈少男與通靈少女 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20438 動物大明星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445 車車向前行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452 開心遊樂園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469 趣味馬戲團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513 小小大自然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520 野外大探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537 拜訪大海洋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544 農場生活樂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20575 找找看發現什麼: 忙碌城市 精裝 1

9789864420582 數數看1-10: 熱鬧農場 精裝 1

9789864420827 拉開和發現系列: 相對概念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34 拉開和發現系列: 形狀認知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41 拉開和發現系列: 我愛顏色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58 拉開和發現系列: 我愛數數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65 發現動物書: 誰躲在...海洋?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72 發現動物書: 誰躲在...農場?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89 發現動物書: 誰躲在...叢林?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896 發現動物書: 誰躲在...森林?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902 是誰不一樣?: 看圖片找答案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919 下一個是誰?: 猜猜看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4420926 大排長龍的螞蟻蛋糕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1

9789864420933 大排長龍的巫婆湯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1

9789864420940 大排長龍的熊家蜂蜜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1

9789864420957 大排長龍的胖舅舅麵包店 福澤由美子文.圖; 黃立忻譯 精裝 1

9789864420964 大排長龍 球球館編輯群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445 阿富汗幻燈秀 威廉.福爾曼(William T. Vollmann)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476 東京審判 日暮吉延著; 黃耀進, 熊紹惟譯 平裝 1

9789869423120 阿姆斯特丹: 一座自由主義之都 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著; 吳緯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137 憲法九條: 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 山室信一著; 許仁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九童國際文化



9789869423144 終結冷戰: 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的秘史大衛.霍夫曼(David E. Hoffman)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151 憂鬱的邊界: 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阿潑著 平裝 1

9789869423168 富國強兵之後: 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 夏偉(Orville Schell), 魯樂漢(John Delury)著; 潘勛譯 平裝 1

9789869423175 1927民國之死 余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3182 朝鮮的困境: 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 岡本隆司著; 陳彥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199 香港: 大英帝國的終章 珍.莫里斯(Jan Morris)著; 黃芳田譯 平裝 1

9789869457224 先知之後: 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 萊思麗.黑澤爾頓(Lesley Hazleton)作; 夏莫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7217 內觀日本: 日本精神的真實與脈動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著; 蔡旻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31 法式誘惑: 賞-法國人如何玩味人生;探-法國文化的幽微精髓依蓮.秀黎諾(Elaine Sciolino)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48 不為人知的敵人: 科學家如何面對戰爭中的另類殺手瑪莉.羅曲(Mary Roach)作; 廖世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55 盜賊史觀下的中國: 從劉邦、朱元璋到毛澤東的盜賊皇帝史高島俊男著; 張佑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62 在我告別之前 柯瑞.泰勒(Cory Taylor)著; 王凌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0703 他不麻煩,他是我弟弟 陳三義著; 施佩吟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0864 花樹下,我還可以再站一會兒 張曉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007 守夜人 余光中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1014 王城如海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021 月影: 廖輝英作品集 廖輝英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038 攔截時間的方法: 手記書 張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045 寫給自己的情書 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052 新詩三百首百年新編 張默,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1069 新詩三百首百年新編. 台灣篇 張默,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01076 新詩三百首百年新編. 台灣篇 張默,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01083 新詩三百首百年新編. 五四時期、域外篇 張默,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090 老臺灣四部曲 廖輝英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1106 女子漢 楊隸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113 濕地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120 充滿瓷器的時代 畢飛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137 相逢一笑宮前町 廖輝英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144 負君千行淚 廖輝英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151 花樹下,我還可以再站一會兒 張曉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168 九歌童話選. 一0五年 王淑芬主編; 王淑慧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175 我,他、妳: 死生回首懺情帖 田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182 九歌小說選. 一0五年 李瑞騰, 莊宜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199 九歌散文選. 一0五年 楊佳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05 像蝴蝶一樣款款飛走以後 廖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12 風滾草 包子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29 歡迎光臨幸福小館 蔡聖華著; 李月玲圖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236 傅佩榮的易經入門課 傅佩榮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243 別人的愛情怎麼開始 楊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50 別裁 廖啟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67 花甲男孩 楊富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74 濃度40%的秘密: 酒保神探 唐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81 最美是詞: 四十帖溫潤生活的詞句,勾勒生命的幸福光景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298 動物們 方清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04 方糖愛上冰糖: 王淑芬童話 王淑芬著; 貝果圖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311 忤: 叛之三部曲首部曲 林剪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4

力翰文教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九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8298 力翰科學: 物質千百變 郭子華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225 小貓,小貓,你看見什麼? 喬.羅吉(Jo Lodge)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32 小狗,小狗,你好嗎? 喬.羅吉(Jo Lodge)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49 誰在森林裡? 瑪麗亞.吉拉多(Maria Loretta Giraldo)文; 妮可雷塔.貝特利(Nicoletta Bertelle)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56 是誰的聲音? 瑪麗亞.吉拉多(Maria Loretta Giraldo)文; 妮可雷塔.貝特利(Nicoletta Bertelle)圖; 李紫蓉譯寫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63 小飛俠 米莉亞.伯斯(Miriam Bos)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70 三隻小豬 娜塔莎.羅森伯格(Natascha Rosenberg)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87 金髮女孩和三隻熊 娜塔莎.羅森伯格(Natascha Rosenberg)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294 好棒的水生動物 邱貢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00 好棒的夜行動物 珍妮.雷恩(Jenny Wren)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17 好棒的叢林動物 珍妮.雷恩(Jenny Wr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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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73083 淨空老和尚修學答問 淨空老和尚講述; 張宗月訪談恭撰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73090 <>八譯的文本比較: 以派系思想為主 釋定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040 腰腹臀重新歸位顯瘦術 大大創意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57 日本人都在吃: 年輕10歲的沖繩美容料理 梨梨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64 助眠神器鍺脖圍: 啟動身體自癒力 莊宜憓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707 不動產經紀人重要法規 曾文龍編著 修訂第53版 平裝 1

9789578418721 全力以赴: 水利生涯六十年 黃金山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245 人生感悟 許明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1252 打造健康免疫力秘笈 楊崑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372 變異數相等的母體平均數生體等效性之最大概度比檢定徐晉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829 企業家 小牛津製作團隊企畫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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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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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7695 周易兩讀 李楷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01 增補周易兩讀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18 書經破譯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25 生存風水學 陳怡魁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56 形家長眼法陽宅大全: 民間形家陽宅秘竅1679訣完整公開劉威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404 三五橡膠70週年特刊 謝燦榮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922 墨海沉勾: 水墨大師張伯儒與龍門客棧餃子館主持人姜志民的畫藝情緣姜志民, 馬溫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444 王力群型態操盤法: 5堂實戰課,教你抓住多空轉折,掌握關鍵技巧王力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803 望向月亮: 轉思,你也可以 徐翠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4563 書寫自信 孔子君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570 世界第一有效的跑步瘦身法 中野.詹姆士.修一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587 老人恐怖分子 村上龍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594 曲家瑞痛快人生關鍵字 曲家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00 料理解剖圖鑑大全 豐滿美峰子作; 桑山慧人繪; 呂盈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17 一個人做飯好好吃 高木直子著; 洪俞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24 世界上的禮物: 月光庭園 宋智惠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31 用12個習慣祝福自己 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48 活用一輩子的讀書筆記術 奧野宣之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55 Fion私塾水彩課: 四季花園 強雅貞文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62 我結束了與兒子的戀愛關係 金秀炅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79 心情整理術: 今天也為你加油! 井上裕之作;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693 夢想不會逃走,逃走的往往只是自己: 高橋步自由人的腦.38種讓你能自由隨心享受工作、夢想、休閒的觀念高橋步著; 詹慕如, 白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09 如何愛你的負面情感 宇佐美百合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16 手機女孩不勉強時間管理法 趙庭嬅文字; Funnyeve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23 做一本快樂清單書: 每天為自己畫上微笑 雅利安佛瑞達(Ariane Freitas), 潔西卡葛雷戈(Jessica Grecco)作; 王晶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30 我和中文談戀愛 新井一二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47 餐桌日和: Cecillia手作麵包、點心及常備餐點簡單美味、溫暖款待每一天陳香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54 跟李準基一起學,你好!韓國語 朴智英, 劉素瑛編著; 任明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761 為什麼光整理就可以變有錢? 尹善鉉著; 蕭素菁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以心靈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立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立文創企業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三五橡膠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304 心靈共鳴 吳汪昶作 平裝 1

9789869353304 心靈共鳴 吳汪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919 大甲河之聲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選集. 三: 中臺灣客家歌謠合唱曲譜集. 三, KAK KA徐登志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761 現時流 林岱隆,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706 乳的機能特性 周仲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1304 海都物語 塩野七生著; 彭士晃, 長安靜美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461717 海都物語 塩野七生著; 彭士晃, 長安靜美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1779 心理學導論 溫世頌著 增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1892 行政法總論 黃異著 修訂八版 平裝 1

9789571462622 按圖索驥: 無字的證明. 2 蔡宗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660 會計學 林淑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2677 電視新聞實務 彭文政, 廖士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677 電視新聞實務 彭文政, 廖士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691 臺灣開發史 薛化元編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2738 刑法分則實例研習: 個人法益之保護 曾淑瑜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2752 禪真逸史 方汝浩編次; 黃珅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769 英文這樣寫,不NG 張淑媖, 應惠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776 大考英文句型GO 呂香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806 人間小情事 王瓊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813 待宵花: 阿祿叔的八二三 王瓊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844 簡明經濟學 王銘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899 奶奶臉上的皺紋 西蒙娜.希洛羅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49845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鹽野七生著; 楊征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51190 兒女英雄傳 文康撰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382 真的好奇怪 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史大龍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9320399 遇見我最愛的地方 小傑瑞.鄧恩作; 韓絜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04 國家地理精工系列: 經典自行車 羅貝多.古里安(Roberto Gurian)作; 陳心冕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811 小小瘋狂科學家: 50個學校不會教的超酷實驗, 體驗意想不到的科學魔力!凱倫.羅曼諾.楊(Karen Romano Young)作; 陽曦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28 真的好奇怪. 第四集 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史大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千冊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甲河之聲合唱團



9789869345835 真的好奇怪. 第五集 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史大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42 超能力人體百科 史提夫.帕克作; 張宜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866 貓 岩合光昭作; 張東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73 與貓散步 岩合光昭作; 張東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880 為什麼?小朋友的1111個大哉問 克里斯賓.波伊爾著; 程穎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5897 真的好奇怪. 第六集 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史大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000 超經典日本傳統摺紙書 文妲.巴塔利亞, 法蘭契斯科.迪契歐作; 陳佳伶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017 超有型紙飛機 山姆.井田作; 黃正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024 耶穌: 聖經背後的真實人生: 重建四福音書中耶穌故事的原貌尚皮耶.伊什布作; 鄭淳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8031 絕對要命小百科 克里斯賓.波伊爾作; 周如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048 國家地理動物大車拚 凱西.佛岡, 莎拉.瓦斯納作; 向淑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055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一生必遊的225夢幻之旅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盧郁心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153 PhotoCap 6神奇的影像世界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9164160 Writer 5.x超簡單LibreOffice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740 寫作有妙招 閱讀一把罩 陳麗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788 寫作好好玩 陳麗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822 過河 成東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346 萬年溪畔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428 無畏人生108智慧小語集 吉美丹增上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465 西歐與西南歐之研究 林麗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6608 灰暗中的璀璨: 無論如何都要活在當下,把今天刻在回憶裡蕾貝卡.亞歷山大(Rebecca Alexander), 薩沙.艾普(Sascha Alper)著; 李函容譯平裝 1

9789863426615 小護理艾利的醫院生存筆記: 想在這個生死戰場活下去, 需要愛、忍耐、水電工頭及少林十八銅人的技能艾利著 平裝 1

9789863426622 拍拍 馬達琳娜.馬杜索(Madalena Matoso)作 精裝 1

9789863426639 貼到哪學到哪: 我的汽車總動員 西蒙.塔荷波作; 約翰.雪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646 貼到哪學到哪: 我的火車總動員 西蒙.塔荷波作; 艾德里安.曼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和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批次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小石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9789863426653 貼到哪學到哪: 我的太空梭總動員 西蒙.塔荷波作; 艾德里安.曼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660 貼到哪學到哪: 我的機器戰士總動員 西蒙.塔荷波作; 雷扎.伊利亞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677 大演算: 機器學習的終極演算法 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創造新紀元的文明?佩德羅.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著; 張正苓, 胡玉城譯 精裝 1

9789863426684 聰明的邦加 美國迪士尼公司原著; 羅婷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6714 空氣污染求生記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束圖;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6721 楓之谷數學神偷 宋道樹文; 徐正銀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426738 家人這種病 下重曉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752 鬼怪不想讓你知道的50個祕密 索非亞文; 鹿比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776 請你跟我這樣過. 4: 媽媽很有事: 專家出馬!解決媽媽育兒.教養.身心大小事超級電視台著 平裝 1

9789863426790 太空的故事 馬丁.詹金斯(Martin Jenkins)著; 史蒂芬.貝斯提(Stephen Biesty)繪; 藍仕豪譯精裝 1

9789863426806 爺爺的天堂筆記本 吉竹申介文.圖; 許婷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6837 如何用100元馬克杯賣1000萬元房子: 懂了獲利公式,賺錢,就是那麼簡單!高井洋子作; 李佳蓉譯 平裝 1

9789863426868 科學發明王. 12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6875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小公主分身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6981 小公主蘇菲亞: 好品格故事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第3冊 1

9789863427025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7: 寵物家禽家畜 BomBom Stoty文; 劉永承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087 漫畫大英百科. 物理化學. 3: 物質的特性 BomBom Stoty文; 劉永承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100 我可能不完美,但我至少不虛偽: 我就是個語錄控Peter Su作 平裝 1

9789863427117 討厭京都: 古都背後,不可一世的優雅與驕傲 井上章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179 漫畫大英百科. 9: 環境 BomBom Story文; 崔炳益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186 漫畫大英百科. 10: 北極與南極 BomBom Stoty文; 金德永圖; 樊姍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216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8: 恐龍 BomBom Stoty文; 崔龍德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254 這烏煙瘴氣的世界,有你在我不累 田心蕾作 平裝 1

9789863427261 我的玻璃罐小森林: 現代人療癒新寵,氣生、苔蘚、多肉輕鬆種!FOURWORDS作 平裝 1

9789863427278 不被情緒影響的28個練習 西多昌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285 冰雪奇緣 北極之光故事集 Apple Jorda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292 迷宮偵探: 尋找消失的迷宮石 IC4DESIGN, Hiro Kamigaki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308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13: 鳥類 BomBom Stoty文; 朴仙英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315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雪滴花傳說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蔡文婷譯 精裝 1

9789863427322 科學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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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27346 學著,好好分: 台大超人氣課程精華第二堂,六階段陪你走過分手的痛,癒合失去的傷孫中興作 平裝 1

9789863427353 攻疼新醫: 筋骨疼痛專家Dr.Pain帶你找痛源、解痛根、脫離痛海潘健理著 平裝 1

9789863427377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27384 創霸養成: 國際創意顧問教你把白日夢變白花花的銀子馬丁.阿摩(Martin Amor), 艾力克斯.佩羅(Alex Pellew)著; 閻蕙群譯平裝 1

9789863427391 科學發明王. 13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407 冰雪奇緣. 3, 酷暑之國的旅程 艾瑞卡.達維作; 比爾.羅賓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438 姿勢決定你是誰: 哈佛心理學家教你用身體語言把自卑變自信艾美.柯蒂(Amy Cuddy)著; 何玉美譯 平裝 1

9789863427445 毛森江的建築工作. 2, 清水模家的實踐 毛森江著 平裝 1

9789863427452 小熊維尼好品格故事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ists繪; 莊璧綺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3427469 夜間動物園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郭迪文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7476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11: 植物 BomBom Stoty文; 李光浩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483 祕密花園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文; 曾詠蓁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490 三國演義. 上, 英雄赤壁 羅貫中原著; 阿德蝸改寫; 蔡虫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506 三國演義. 下, 三分天下 羅貫中原著; 阿德蝸改寫; 蔡虫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513 藥命 盧建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520 國寶級大師的中式麵食聖經: 日常到經典、基礎到專業,131款麵點&麵食製作技巧傾囊相授周清源著 精裝 1

9789863427537 黃金戰士大冒險 Gomdori co.文; 金新中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27544 戀愛工學: 結合生物學+心理學+經濟效益,達陣率100%的40招追愛絕技!藤澤數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551 學日文的都該懂最美的「大和言葉」: 嚴選 21個場景388個詞彙,隨時都能說出優雅的日文高橋こう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568 冰雪奇緣. 4, 奧肯的新發明 艾瑞卡.達維作; 比爾.羅賓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575 我也想說實話啊! 提姆.霍普古德(Tim Hopgood)作; 大衛.特茲曼(David Tazzyman)繪;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582 心靈覺知教養: 靈性能量的教養,讓孩子更知足、感恩、自律、快樂與成功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謝明憲譯 其他 1

9789863427599 今天就把明天的事搞定: 頂尖運動員與商業菁英都在用 8大高效習慣力,幫你主宰時間與人生傑森.賽爾克(Jason Selk), 湯姆.巴托(Tom Bartow), 馬修.魯迪(Matthew Rudy)著; 林力敏譯平裝 1



9789863427612 等心息 Middle著 平裝 1

9789863427629 冰雪奇緣精采故事集 Disney Press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643 鼻屎大冒險 許禎允作; 孔奕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650 放了牛,他們自己會吃草: 迷路媽快樂Fun養,孩子獨立自主又自信米米作 平裝 1

9789863427667 海洋奇緣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莊璧綺譯 精裝 1

9789863427674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原著; 嘻笑海草改寫; 吳羚溦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681 跟韓國人聊不停: 水晶老師的生活韓語單字句型1500+魯水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698 妮,可以公主病: 那對夫妻+一個妮妮,(偽)三人行的那些浪漫小事品筠, 京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704 海洋奇緣: 電影原著小說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郭庭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711 海洋奇緣故世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Griselda Sastrawinata-Lemay繪; 莊璧綺譯 平裝 1

9789863427728 麥肯錫最強帶人管理術: 用10個表格、30個驚人好習慣,帶出高效率、零失誤的部屬赤羽雄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735 汪星人出任務: 酒酒用白眼征服人類的生存日記林發條作 平裝 1

9789863427742 全世界最好吃的書: 餵養你的美食靈魂 法蘭索瓦芮吉.高帝(Francois-Regis Gaudry)作; 王晶盈, 林琬淳, 張懿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766 土療,讓你更健康: 治療百症根源「腸漏症」,就能治好皮膚炎、過敏、糖尿病甚至憂鬱症喬許.雅克斯(Josh Axe)著; 謝孟宗譯 平裝 1

9789863427773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3427780 為幸福,再勇敢一次: 好命女人的40個婚姻必修學分律師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797 急診鋼鐵人2.0戰鬥吧!護理師: 一同體驗忙到「瘦」死、超時、超量、超爆肝的護理人生!急診醫師Dr.魏圖著 平裝 1

9789863427803 冰雪奇緣. 5, 北極熊風笛手 艾瑞卡.達維作; 比爾.羅賓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810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12: 哺乳類 BomBom Stoty文; 林海鳳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827 漫畫大英百科. 物理化學. 5: 水 BomBom Story文; 朴仙英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834 專瘦凸肚肚的低GL健康食: 不復胖、不痛苦,靠吃就能瘦的神奇減肥法南基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841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14: 無脊椎動物 BomBom Stoty文; 崔龍德圖; 劉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858 科學發明王. 14: 想像力發明遊戲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865 明日數學王: 數形規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27872 我們都被字型洗腦了: 看字型如何影響食衣住行,創造看不見的價值莎菈.海德曼(Sarah Hyndman)作; 馬新嵐譯 平裝 1

9789863427889 貝兒愛閱讀 Cynthea Liu文; Genevieve Godbout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896 最好的我們 八月長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27902 最好的我們 八月長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27919 最好的我們 八月長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427933 剛剛好的時光 張硯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7940 別忘了,許願池也吃金幣 青木原作 平裝 1

9789863427964 Hygge: 練習丹麥幸福哲學 瑪麗.圖瑞爾.索德伯格(Marrie Tourell Soderberg)著; 呂奕欣譯 平裝 1

9789863427971 丟掉教人快樂的方法!找到自己獨有的快樂 曼弗雷德.魯茨(Manfred Lutz)著; 張淑惠譯 平裝 1

9789863427988 復仇法 小林由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008 美女與野獸: 最有智慧的公主貝兒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安琪.羅德理蓋茲(Angel Rodriguez)繪; 溫力秦譯精裝 1

9789863428015 美女與野獸: 魔法書的呼喚 珍妮佛.唐納利(Jennifer Donnelly)著; 郭廷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022 簡單生活質感穿搭術: 21款衣服搞定全年穿搭 山本昭子著; 劉淳譯 平裝 1

9789863428039 漫畫大英百科. 生物地科. 15: 真菌與蘚苔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劉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053 不老的秘密 練屁股 荒尾裕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060 面對久病家人的勇氣: 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提升正面的心靈、克服難題?貝瑞.雅各布(Barry J. Jacobs), 茱莉亞.梅爾(Julia L. Mayer)著; 賈可笛譯平裝 1

9789863428077 把我的人生找回來: 改變失衡、挫折、貧乏的生活,從設計人生劇本開始麥可.海亞特(Michael Hyatt), 丹尼爾.哈克維(Daniel Harkavy)著; 李函容譯平裝 1

9789863428084 我看你看我: 從小孩眼哩,看見再一次成長的自己深白色, 端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091 美女與野獸: 精裝典藏電影寫真書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伊莉莎白.羅尼克(Elizabeth Rudnick)改寫; 溫力秦譯精裝 1

9789863428107 讓你拿高分的36個讀書方法 崔貞英作; 黃銀瑛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114 一張摺紙,啟發小朋友全智能 三采文化作 平裝 1

9789863428138 羅馬文明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8145 冰雪奇緣. 6, 世界雪橇大賽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169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3428176 笑著冒險,直到生命終點 蘿倫.芬恩.瓦特(Lauren Fern Watt)著; 馬新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190 女孩最愛畫的漂亮甜心美少女+著色 李正鵝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8206 小朋友最愛畫的超可愛插圖 李正鵝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8213 你是我一切的一切 妮可拉.詠(Nicola Yoon)著; 林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220 我為我工作: 致,身處逆境的職場半熟族 崴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237 跟著心中的孩子,找回面對世界的勇氣 水ㄤ, 水某著 平裝 1

9789863428244 傑米.奧利佛的家庭餐桌: 超級食物升級版 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著; 松露玫瑰譯 平裝 1

9789863428251 好奇的公主艾莉兒 美國迪士尼公司文; Genevieve Godbout圖 平裝 1

9789863428268 不被壓力綁架: 駕馭壓力黃金8法則,在關鍵時刻不失常,表現出眾!戴夫.亞雷德(Dave Alred)著; 張家綺譯 平裝 1

9789863428275 善良的公主 仙度瑞拉 美國迪士尼公司文; Genevieve Godbout圖 平裝 1

9789863428312 我無所畏: 就算失去雙腿,也要用意志跑完人生!傑夫.鮑曼(Jeff Bauman), 布雷.威特(Bret Witter)著;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8329 老衰死: 好好告別,迎接自然老去、沒有痛苦的高質量死亡時代NHK特別採訪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343 不用再被媽媽管的20個生活好習慣 吳秀珍作/繪;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367 我的咖啡生活提案 陳春龍, 賽巴斯汀.拉辛努(Sébastien Racineux)著 平裝 1

9789863428381 無聊的價值: 學會留白,不再越忙越空虛,為人生和事業注入樂趣、靈感與創意!珊迪.曼恩(Sandi Mann)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428 你走慢了我的時間 張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476 說話訓練班: 說對話的影響力 徐振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83 機會只會留給勇於冒險人 洪廣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06 大偵探聰明破案遊戲: 抽絲剝繭 沈家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2729 Vitamix S30全食物調理機精選食譜 莊曉錡, 王欣瑜, 張雅雲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126 SCRATCH 2.0遊戲動畫程式簡單學 陳尚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0133 OpenShot for Windows影片剪輯 蔡兆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4862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題範本 趙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474 好想住這裡!8大個性空間x270個舒適提案 宜家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481 聯想,從製造到創造: 中國智慧x全球思維 張小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498 複雜的致富,簡單做: 解密有錢人的思想與生活 陳評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11 圓珠筆下的彩色世界: 15幅手繪城市風情指南 麥小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28 失序的貨幣: 挑動世界變革的金權遊戲 賈江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35 小米突圍: 強敵環伺,雷軍如何帶領小米再創神蹟磐石之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42 走進上帝的博物館: 全球50座國家公園嚴選 良卷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559 雙贏策略: 創業vs投資的關鍵筆記 劉坤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7870 大師領域的單眼瞬間: 解構攝影技術原理和構圖美學蜂鳥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7924 Windows Phone應用開發設計實務: 使用C#和XAML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948 InDesign CS6教學範本(適用Siliconstone認證考試教材)戴孟宗, 汪玟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7993 跟Adobe徹底研究Audition CC Adobe Creative Team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8013 誰說瘦子就不會有高血脂: 專業醫師指導全方案胡大一, 仝其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037 當財富來敲門: 務實長遠的創富指南 狄芬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136 天下3D學園: 3ds Max 2013 呂瑞城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8143 MongoDB大數據管理系統實戰指南 郭遠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8259 從震,從振: 日本311給受災社會的啟示 寺島實郎作;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266 CROSER終極聖典: 緣起介紹x妝容服飾x拍攝表演,一本收錄COSPLAY大小事王穎編著; 十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280 達標!PowerPoint 2010 林文強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奇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侑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青蛙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20

送存冊數共計：122

大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4011 最初步幼兒樂理. 一 陳秀銀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2825 名畫的密碼: 達文西密碼、米開朗基羅密碼、諸世紀密碼……大師有話不說,為何用密碼藏在作品裡?姜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832 微醺,與大文豪獨酌: 偉大的作家個個愛寫酒,更愛喝酒,為什麼?重金敦之著; 蘇胡譯 平裝 1

9789865612832 微醺,與大文豪獨酌: 偉大的作家個個愛寫酒,更愛喝酒,為什麼?重金敦之著; 蘇胡譯 平裝 1

9789865612948 2020,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上班、買房、借貸、教育到醫療...學什麼、做什麼有前景?廠商企業的機密,我們告訴你安永經營顧問公司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948 2020,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上班、買房、借貸、教育到醫療...學什麼、做什麼有前景?廠商企業的機密,我們告訴你安永經營顧問公司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2948 2020,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上班、買房、借貸、教育到醫療...學什麼、做什麼有前景?廠商企業的機密,我們告訴你安永經營顧問公司著; 李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16 最會說故事的日本史: 不必死記年代、人名,翻到哪讀到哪,課本沒講的、日劇沒演的,一看全明白吉村弘著; 洪玉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13923 讓上億人看到你: 幾乎免費卻極有效的5秒YouTube影片宣傳術德山亨, 野村勇樹作;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30 今天也要好好吃飯: 我大半生一直研究人生的意義,答案還是吃吃喝喝蔡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47 寶醫師的易筋操: 每天只要15分鐘,改善過敏、強化代謝,連西醫老看不好的文明病,也有解!陳麗蓮著 其他 1

9789869413954 小型企業的網路經營最佳實務: 這樣用網路找顧客,不會白花錢,只要五步驟,90天就能穩定吸引客源.高田晃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54 小型企業的網路經營最佳實務: 這樣用網路找顧客,不會白花錢,只要五步驟,90天就能穩定吸引客源.高田晃著;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61 北緯37度的神祕訪客: 外星人為何都沿著這緯度「做案」?古文明遺跡為何多分布37度線?特勤混入民間組織是蒐證還是滅跡?班.梅立克(Ben Mezrich)著; 楊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78 熱賣商品的企畫,怎麼想出來的? 立川光昭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85 用心的草率 山嵜一也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992 好人主管的不公平領導學: 員工的幹勁你得用錢買,而且,買的越偏心、不公平,效果最好小山昇作; 邱惠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210 我的購物車選股法,年賺30%: 誰賺走我的錢,我就買這家公司股票把錢賺回來,許凱迪從購物經驗找標的,越消費越有錢許凱廸著 平裝 1

9789869443227 電競產業大未來: 打電玩、說電玩、做周邊行業就能賺大錢!電競產業如何改變數百萬人娛樂和工作的方式羅蘭.李(Roland Li)著; 廖桓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241 三的思考捷徑: 從午餐吃什麼到如何讓別人聽我的,想出一個好辦法反而害你腦子一片空白.日本教育學大師教你,先掰三個,答案就出來齊藤孝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258 城市地底的城市: 文明會在地上湮滅,歷史卻必在地底集結,全球八十大地底建築大解密,喚起你的希望、恐懼與記憶。保羅.多伯拉茲克, 卡洛斯.羅培茲.蓋爾維茲, 布萊德利.蓋瑞特著;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272 蘋果、亞馬遜都在學的豐田進度管理法: 不白做、不閒晃、不過勞,再也不會說來不及桑原晃彌作;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289 照護爸媽,我得離職嗎?: 照護,很辛苦;但不離職照顧,是更合適的選擇.兼顧工作與孝道,你才能真正喘息,不留遺憾.和氣美枝作; 羅淑慧譯 平裝 1

9789869458009 不買飆股,年均獲利40%: 在股市中永保獲利,你得「不做」哪五件事?喬伊.葛林布雷(Joel Greenblatt)著; 丁惠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8016 名畫裡的道具,才是主角: 畫面裡出現水果、動物、生活用具、器官......這些配角不是畫好看的,是主角。看懂大畫家想說的故事平松洋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023 來自IBM的B2B業務絕學: 不應酬、不送禮、不陪打高爾夫,我從菜鳥業務做到副總裁李章錫著; 陳聖薇譯 平裝 1

9789869458061 艦長不能說不知道,艦長永遠有答案: 不知道怎麼做,這時怎麼下指令?何時要求部屬絕對服從、何事可自主行動?311大地震搶救指揮官告訴你高嶋博視著; 劉皖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09651 小象比利要回家 林素宜文; 張又然, 王惟慎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668 小獵犬斑斑 林素宜文; 張又然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675 巴迪的白日夢 林素宜文; 張又然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682 再見了豬小弟 林素宜文; 崔麗君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699 安格爺爺歷險記 林素宜文; 王美玲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05 我不是壞野狼 林素宜文; 張又然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12 貝貝與拉拉 林素宜文; 陳瑞苗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29 東尼與魔鏡 林素宜文; 張又然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36 獅子王的挑戰 林素宜文; 簡永宏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43 誰說我是膽小鬼 林素宜文; 陳瑞苗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50 頑皮的樂樂 林素宜文; 雷秀卿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767 強尼的教訓 林素宜文; 雷秀卿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09835 動物EQ故事繪本 林素宜文; 張又然圖 初版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千弦樂器行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6

大紅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797 搭便車 貓小小文; 貓魚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48 蹦蹦虎過元宵 王文華文; 洪福田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009 雙正宗算命姓名學. 2, 頂好運 王博仕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816 醫院也瘋狂. 6 林子堯, 梁德垣作 平裝 1

9789869410823 輝煌詩歌 朱振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61 輝煌詩歌: 朱振輝老師全彩詩集 朱振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254 療癒身心的雜木庭園 主婦之友社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61 香草植物栽培樂 松井孝監修;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78 30個理由,良心醫師勸大家藥分手 岡本裕著; 林家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285 名醫嚴選莫札特音樂自律神經療法 篠原佳年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6292 手縫男生皮革小物 Studio tac creative作; 黃正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07 愛酒家的蘇格蘭威士忌講座: 100間蒸餾廠的巡迴試飲之旅和智英樹, 高橋矩彥作; 謝逸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14 和洋菓子幸福手帖320 中村佳瑞子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21 誰都能成為有錢人的七堂課 加谷珪一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624 海柏利昂 丹.西蒙斯(Dan Simmons)作; 林翰昌, 李漢威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20631 海柏利昂 丹.西蒙斯(Dan Simmons)作; 林翰昌, 李漢威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20655 比你看到的更神奇!: 找星星、認星座、學天文:認識我們的宇宙麥可.德里斯科爾(Michael Driscoll)著; 梅雷迪思.漢米爾頓(Meredith Hamilton)繪; 黃書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662 POK POK 的泰國原味菜: 傳奇名廚在地尋味廿年,揭開街頭美食的身世來歷及風味之祕安迪.瑞克(Andy Ricker), JJ.古德(JJ Goode)著; 高育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679 比你以為的更奇妙!造閃電、做環保、玩科學: 認識我們的環境麥可.德里斯科爾(Michael Driscoll), 丹尼斯.德里斯科爾(Dennis Driscoll)著; 梅雷迪思.漢米爾頓(Meredith Hamilton)繪; 黃書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686 地方創生: 小型城鎮、商店街、返鄉青年的創業10鐵則木下齊作; 張佩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693 論道德的系譜: 一本論戰著作 尼采著; 趙千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0309 無知者: 漫畫家與釀酒師為彼此啟蒙的故事 艾提安.達佛多(Étienne Davodeau)作; 陳蓁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316 做父母的一百種方式: 尋找懷孕、生產、教養得更多可能梁莉芳等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347 性別作為動詞: 巷仔口社會學. 2 戴伯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6328 無量壽經玄義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56441 佛法修證心要: 心中心法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58 佛法修證心要: 悟心解脫淺釋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465 佛法修證心要: 禪海微瀾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663 恆河大手印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56670 恆河大手印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冊數共計：13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展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乘定香精舍



9789865856854 心淨土淨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946 梵網經菩薩戒增益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953 妄盡還源觀今說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953 妄盡還源觀今說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6977 無量壽經玄義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56984 無量壽經玄義 悟顯法師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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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7913 築跡. 2 張景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666 我的叔叔 北杜夫作; 丁安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697 25堂最好玩的希臘羅馬神話課 王文華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58207 法蘭克的實驗室. I: 超能機器人現身! 強.奚斯卡(Jon Scieszka)作; 布萊恩.畢格斯(Brain Biggs)繪; 陳偉民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8214 瘋狂樹屋78層: 誰是電影大明星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作;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062 吃了 大衛.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著; 陳靜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3376 加里山最後的勝利者 思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3383 追蹤臺語: 常用臺語詞彙淺釋 林瑤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61676 謳歌人生: 鋼琴家露絲.史蘭倩絲卡生命史及創意鋼琴教育王潤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096 產經趨勢總覽. 2017 陳國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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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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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7189 恐龍人崛起 陳紹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202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898-1914年案件 最後致意(簡體字版)柯南.道爾著; 丁凱特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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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7271 這個三國不一樣. 3: 貂蟬美人計 梁善模作;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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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戰呂布 梁善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400 養出百分百聰明健康寶寶的450道嬰幼兒餐(簡體字版)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康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埕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陸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商財經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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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7646 這個三國不一樣套書. 第一輯 羅貫中原著; 宋道樹, 梁善模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7653 X恐龍探險隊II. 第3輯 陳紹霖,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7660 剪紙小百科(簡體字版) 願香云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7677 黏土小百科(簡體字版) 林佳妮等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7691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4個做人攻心術(簡體字版) 林琇婉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707 這個三國不一樣. 7: 一代戰神呂布 羅貫中原作; 梁善模作;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714 霸王大對決 陳紹霖, 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721 好好愛自己(簡體字版) 素黑著 平裝 1

9789863017738 白雪公主: 惡童書(簡體字版) 苓菁作 平裝 1

9789863017745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簡體字版) 贊贊小屋著 平裝 1

9789863017752 思考致富聖經(珍藏版)(簡體字版) 拿破崙.希爾著 精裝 1

9789863017769 三明治這樣吃不會胖 食譜工廠作;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776 海洋爭霸戰: 大白鯊VS旗魚 陳紹霖, 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783 這個三國不一樣. 8: 過五關斬六將 羅貫中原作; 梁善模作; 翁培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806 智慧型投資者(簡體字版) 班杰明.葛拉罕著 平裝 1

9789863017813 厚黑學(簡體字版) 李宗吾著 平裝 1

9789863017820 巨獸對決 李國靖, 伊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844 敬那些痛著的心: 蘇絢慧的暖心放映時光(簡體字版)蘇絢慧著 平裝 1

9789863017851 吃對食物,防治糖尿病(簡體字版) 柴瑞震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875 睡美人: 惡童書(簡體字版) 笭菁著 平裝 1

9789863017899 最強老爸(簡體字版) 甘薇作; 吳波繪 平裝 1

9789863017905 我愛媽咪(簡體字版) 甘薇作; 呂勇建繪 平裝 1

9789863017912 我的月亮朋友(簡體字版) 甘薇作; 呂勇健繪 平裝 1

9789863017929 精準的失控(簡體字版) 九把刀著 平裝 1

9789863017936 然後,生日快樂(簡體字版)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7981 外匯投資初學指引: 五張表買遍全世界,讓你不只賺到投報率再加賺匯差(簡體字版)張真卿著 平裝 1

9789863017998 你的夢想就是最棒的存錢筒(簡體字版) 艾爾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9944 有一種勝出的關鍵叫人脈 孫大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51 智慧引領幸福. 2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68 面對失智的勇氣 麥可.華倫祖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75 高血壓,你吃對了嗎?: 營養科醫師的飲食調養黃金法則,讓你安全、有效、快速穩定血壓陳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82 名老中醫的養肝護命方 吳中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9999 智慧引領幸福. 2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128 坎城創意獎「評審室內」專刊. 2016年 賴治怡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346 靠你媽的關係 楊月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1353 爽吃香港 李昂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智文化



9789865718671 命好不如習慣好: 沒有好習慣你很難成功,沒有壞習慣你很難失敗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5718688 自我消除腰酸背痛: 脊椎好,人才能長壽 陳慧怡著 平裝 1

9789865718695 孩子不愛讀書怎麼辦?: 孩子為什麼而讀書 李清瑤著 平裝 1

9789865718701 瞬間消除全身酸痛的輕運動: 只要3分鐘,痠痛疲勞都out!K2著 平裝 1

9789865718718 如果你是老師你會如何教自己上一堂財富課: 想要變得富有,這是值得稱讚的鐘彬著 平裝 1

9789865718725 如果你是老師你會如何教自己上一堂勵志課: 放棄執著,人生會比較快活鐘彬著 平裝 1

9789865718732 30大計: 逃脫老後貧窮: 30年打拼、30年享受的幸福人生大計林昆著 平裝 1

9789865718749 紅蘿蔔與狼牙棒: 正確的獎罰, 是父母教育孩子的第一課張蕊顏著 平裝 1

9789865718756 塑造完美體態 Shopping-Wang著 平裝 1

9789865718763 身體的秘密: 身體排毒,喚回健康、年輕的身體 陳慧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0397 逆轉失智症: 我的母親這樣做,遠離失智,腦細胞活化了!記憶力提升了!吳建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06 我沒輸,正準備贏: 找到自己夢想,就要義無反顧的開始成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13 開始整理,好事會發生: 改變周圍氣場的環境整理術簡佳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20 市面上買不到的好油: 椰子油+橄欖油+亞麻仁油的超級配方王康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37 二手車購買聖經 小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68 獨寵女人的中醫天然食療祕方: 養顏、養氣、養血的根本調養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75 拷貝謊言: 側寫師教你拆解負心漢、騙子、政客這些人的百變招式鄧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82 為什麼有人喝咖啡不加糖: 品嘗最真實的原味生活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399 子宮排毒28天奇蹟療程: 韓國三神奶奶一次解決經痛、不孕症、子宮肌瘤、子宮頸癌姜明子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463 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 鍾家麟撰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004 壽司幹嘛轉來轉去?. 3 林總著; 水元昭嗣繪;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8011 漫畫 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暗黑心理學: 心機無罪,成功有理!以心理學作為武器,輕鬆收服任何人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035 從此以後: 愛與妥協的終極書寫,夏目漱石探索自由本質經典小說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042 機率思考: 大數據時代,不犯錯的決斷武器 羅伯.麥修斯(Robert Matthews)著; 高英哲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059 超值投資: 價值投資贏家的選股策略 杜白.卡萊爾著;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066 反貞女大學 三島由紀夫作; 劉子倩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8073 藝術精神 羅伯特.亨萊(Robert Henri)著; 陳琇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8097 畫家之眼 安德魯.路米斯著; 陳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8080 非典型美術館: 藝術大師變態考 山田五郎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306 漫畫邏輯思考的技術: 這樣思考不卡關 即刻掌握思辯能力與表達技巧出口汪著; 設樂mina子繪;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313 鏡子之家: <>四部曲原型,三島由紀夫「現代地獄」巡遊之作三島由紀夫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320 人體素描聖經 安德魯.路米斯(Andrew Loomis)著; 林奕伶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08709 大專生理學 陳南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7408860 治理金門: 國際regimes(ir)與非ir層面 俞劍鴻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7408891 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與兩岸關係 余元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7408914 數位與創意教學: 以任教之專業科目與通識課程為例蕭景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14 數位與創意教學: 以任教之專業科目與通識課程為例蕭景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悲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喜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57 澄懷味象桐花物語心情故事分享 邱炳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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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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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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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48021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移民) 南春白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8182 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403 英文頻出題庫 凱旋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8571 鐵路運輸學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694 稅務法規(含概要) 方君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028 會計學概要(依據最新IFRS精編) 歐欣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097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240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頂極權威勝經 祝裕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257 機械原理(含概要與大意)奪分寶典 祝裕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295 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歷屆試題精闢新解陳嘉文, 潘雲, 蔡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370 普通化學實力養成 陳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387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溫陽, 關偉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394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心理學 舒懷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400 主題式財務管理高分題庫 卓凡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431 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林柏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455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一歷屆試題精闢新解[世界文化史(含概要)]陳書翊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479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二歷屆試題精闢新解(文化人類學)馬凌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493 預官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509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516 火災學系統整理(含歷年試題精析) 夏鵬翔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523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530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三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547 國文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554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看這本就夠了 翊銜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561 最新題型國文: 測驗精鍊(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楊仁志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578 記帳士相關法規概要(包括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公司法總則與公司登記及認許、記帳士職業倫理道德)三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585 主題式土木施工學概要高分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592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秘笈吳怡萱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608 一次考上銀行 國文 李宜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615 一次考上校長主任: 80道經典必修題精解 林翠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622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646 公民焦點速成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9653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660 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焦點總複習 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677 公民高分好簡單: 84個關鍵主題立即搶分 蔡先容編著 第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684 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陳智音,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691 地方自治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朱華聆, 郝強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9707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賦誠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714 工業安全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9721 郵政三法大意百分百必勝精鑰 以明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738 一次考上銀行: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華科大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3749752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769 英文: 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776 英文焦點速成 劉似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783 熱力學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林柏超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790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亭宣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806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百分百 王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813 國文: 測驗(包含公文格式用語)焦點速成 高朋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820 勝出!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9837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祕笈 珍妮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844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韓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851 自動控制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翔霖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868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3749875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方君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882 不動產估價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 韓林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905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49929 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 翊銜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936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看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49943 國文: 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 鍾裕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9950 記帳士超強合輯(重點統整+嚴選題庫+歷年試題)黃素慧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967 食品技師30天一次攻榜: 榜首不傳秘笈大公開 黃子寧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49974 法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鄭頴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49981 海巡勤務(含概要) 蔡玉荷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3749998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成宜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0004 公民: 看這本就夠了(初等特考) 邱樺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0011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成宜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0028 工礦衛生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035 驗光生滿分題庫合輯 東岳, 許瑋怡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042 租稅申報實務(主題試題庫+歷年試題) 賦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059 主題式測量學(含概要)高分題庫 林志憲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066 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章庠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0073 行政學大意歷年試題澈底解說 林志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080 國民營事業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097 第一名校長的考試筆記大公開 林翠華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103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猜題及歷屆試題 龍田編著 第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0110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大意)看這本就夠了 盧金德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0127 租稅申報實務 賦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158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玥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165 勝出!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主題式命題焦點+題庫白文傑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172 一次考上銀行. 2017: 銀行共同科題庫. 四, 105年度國文+英文重點精要+試題詳解蔡佩珊, 吳姍姍, 羅千易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219 補教名師教你成功自學!英文: 領隊、導遊外語人員張馨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144 有誰真實地走過這角落: 王綺穗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1144 有誰真實地走過這角落: 王綺穗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1151 韓國當代藝術: 時間+時間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1151 韓國當代藝術: 時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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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6544 大學通識教育典例: 整合性典範理念與實務範例黃俊傑等著; 宋秀娟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葉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4

大象藝術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6386 怎麼坐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6393 怎麼吃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291 怎麼鬆 一行禪師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307 怎麼走 一行禪師著; 張怡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314 怎麼愛 一行禪師著; 吳茵茵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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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7680 乳癌術後的物理治療 葉瑞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697 惡童當街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37703 惡童當街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37710 惡童當街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37727 黑的扭蛋機 Emi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734 原爆001 潘志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741 亡命化學家 史蒂芬妮.梅爾(Stephenie Meyer)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758 惡童當街 松本大洋作;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7789 日常藍調 徐至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802 河畔小城三部曲. 一: 剪掉辮子的女人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著; 林蒔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7819 河畔小城三部曲. 二: 甜甜的憂傷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著; 星燦, 勞白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7826 河畔小城三部曲. 三: 時光靜止的小城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著; 楊樂雲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7857 物理治療師教你中年後亞健康人的正確運動 曹昭懿, 簡盟月, 臺大醫院物理治療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864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楊海英著; 吉普呼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871 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 朱宥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888 管他的: 愈在意愈不開心!停止被洗腦,活出瀟灑自在的快意人生馬克.曼森(Mark Manson)著; 鍾玉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895 今天,我們還活著 艾瑪紐埃.皮侯特(Emmanuelle Pirotte)著; 胡萬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01 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 我的人類學壯遊梁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18 尋找心裡的永恆陽光 kowei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25 那不勒斯故事. 2, 新身分新命運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32 靜脈曲張,真的不是小毛病 楊志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49 狂粉是怎樣煉成的: 成功推坑與造粉的社群行銷學柔依.弗瑞德-布拉納(Zoe Fraade-Blanar), 亞倫.M.葛雷澤(Aaron M. Glazer)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56 航海環球夢 陳美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970 新棋紀樂園. 開天篇 王銘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987 新棋紀樂園. 闢地篇 王銘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7994 大野狼繪本誌: 森林繪本 圖畫書俱樂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07 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 周成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12470 世界紙鈔集錦 熊羿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136 艾琳挑戰!我會說日語. vol.1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280 大家的日本語 讀本篇 進階 改訂版 牧野昭子等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297 音声知覚と生成の実験的研究 任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303 無師自通!初級日語文法 重野美枝, 関かおる, 錦見静惠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9

山溪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9789863211334 文法超簡單. I 林昱秀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1341 大家的日本語中級I.II標準問題集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358 大家的日本語中級III.IV標準問題集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365 前進中級 改訂版 平井悅子, 三輪さち子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1372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Ⅱ 教師用指導書 改訂版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1389 大家寫作文 改訂版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211396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Ⅰ.Ⅱ 教師指導書 改訂版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0314 質變的記憶鏈: 陳瑞錦作品集 陳瑞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196 仁瓶利夫邁向Bon Pain之道 仁瓶利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406 Pierre Herme的糕點夢 皮耶.艾曼(Pierre Herme)作; 林惠敏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3665 白頭翁與我 韓雨樵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108 劍道 小澤博著; 周挺正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635 片時春夢行千里 趙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42 從琴臺到慧園 趙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59 鴿子的結局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66 一香不與凡花同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73 逆行精靈 遲子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80 隱密的體驗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3697 被時光恩寵的女人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09 向著白夜旅行 遲子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16 月光和古玉 趙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23 春在溪頭薺菜花 趙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30 恰似愛情之於廚房 潔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47 尋找魚王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54 陌上芙蓉開正好 唐玉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61 海邊妖怪小記 張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78 風動玉蘭滿庭芳 江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85 踏著月光的行板 遲子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692 蓮影脈脈伊人笑 桂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26 絕代芳華牡丹香 王一心, 李伶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088 高空三萬呎: 我的型男飛行日誌 陳柄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02 天下麒麟榜: 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 大元.大明.大清篇晁中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64 -7到+12: 追著時差的任意旅行 周鈺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實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士鼎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境文化



9789869393171 -7到+11: 追著時差的任意旅行2(Africa, Asia & Australia)周鈺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88 5416米,地圖上看不見的距離: 兩個女孩的山海之旅林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195 帝國末日: 獵鷹行動 T.W. 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448 是誰?在棉被裡開挖土機? 石麗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55 漫畫世界歷史. 第1卷: 史前時代與古代近東 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加藤廣史漫畫; 李彥樺,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79 漫畫世界歷史. 第2卷: 希臘、羅馬與地中海世界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柑田風太漫畫; 李彥樺,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86 尿床專家 正道薰作; 橋本聰繪; 謝依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3493 烏賊大王做體操 小木屋工坊作; 李宜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407 漫畫世界歷史. 第3卷: 亞洲古代文明與東亞世界的建立近藤二郎監修; 河伯RYO漫畫; 李彥樺,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414 數一數,動物有幾隻? 秦好史郎作;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421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佩佩家的電腦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21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佩佩家的電腦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38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喬治第一天上幼兒園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38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喬治第一天上幼兒園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45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佩佩踢足球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45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佩佩踢足球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姚資竑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52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爸爸的辦公室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52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爸爸的辦公室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476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四輯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 姚資竑翻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38483 你送玫瑰,我送什麼呢? 方素珍文; 何怡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490 小學生志願指南: 長大之後你想做什麼?立定志向從現在開始!東園子作; 陳姿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819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4卷: 伊斯蘭世界與歐洲世界的建立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鳴海涼漫畫; 許郁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802 校園魔術師: 魔術祕笈大公開 馬奇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1826 小鬼柯尼基 班傑明.索米哈德作; 陳佩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833 你可以說不: 保護自己遠離傷害的繪本 貝蒂.博嘉荷多文字; 河原麻里子繪圖; 林佳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857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5卷：十字軍與蒙古帝國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卯月漫畫; 李彥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673 刺客列傳 鄭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102 小小羊兒要回家 大境建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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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2994 贏家的習慣: 哈佛大學的5堂自我修練 韋秀英著 平裝 1

9789869386777 業務之神的熱情: 積極=播下成交的種子 平山枝美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420419 散戶媽媽的5堂: K線存股課 周詩婷著 平裝 1

9789869420426 如何每天都來一點正能量: 1小時學會,卡內基的4種「說故事」感染力!連桂慧著 其他 1

9789869420457 為何買股有90%的人賠錢,卻只有10%的人賺上億?塩見努著 平裝 1

9789869420464 LINE、星巴克創造10倍淨利的獲利方式: 如何從財務報表、銷售數據,找出達成100%的業績目標及方法?村井直志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9420471 韌性的力量: 超級業務員必學32技巧 瀧本真也著; 賴庭筠, 蕭辰倢譯 平裝 1

9789869420488 Google教我的時間整理術圖解實踐版 優渥誌編輯部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境建設



9789869420495 如何讓聊天變風趣的55條規則: 給不是天生「歹到陣」,只是偶爾講話帶刺的人!松橋良紀作;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8108 懂一點醫藥學,健康養生50年: 就連醫生都想知道的35個長壽秘訣!秋津壽男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458115 超強的財報.會計故事書: 27個圖解,解決老闆問你預算、財務、損益等問題!和仁達也著; 郭乃雯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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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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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6357 這是我的! 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364 親一親 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25 我是獨特的 森 繪都文; 杉山佳奈代圖; 周姚萍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49 路上有個洞 賈姬.伍德文.圖; 鄭如瑤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56 圖書館老鼠 丹尼爾.柯克文.圖; 林美琴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470 整潔 艾蜜莉.格拉維特文.圖; 沙永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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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6579 運輸總動員 鎌田步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623 小雞逛超市 工藤紀子文.圖; 周佩穎翻譯 二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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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6708 埃及遊戲 吉爾法.祁特麗.史奈德(zilpha Keatley Snyder)著; 艾爾頓.萊柏繪; 麥倩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6722 小雞過生日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739 小雞逛遊樂園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753 口水龍 管家琪文; 王平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760 無尾熊和小花 瑪莉.茉菲文.圖; 許慧貞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777 這一點都不好笑! 珍妮.威利斯文; 阿德蘭.雷諾圖; 鄧詠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784 原來人體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文; 手塚明美圖; 黃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791 小企鵝搭飛機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791 小企鵝搭飛機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07 小企鵝搭巴士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07 小企鵝搭巴士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38 放屁噗嘶 村上八千世文; 瀨邊雅之圖; 黃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45 小頓的願望實現了 葛瑞格.皮佐利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52 月亮先生,晚安 中嶋香織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69 相親又相愛 佐古百美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76 噹噹噹,是什麼來了? 西片拓史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83 生命之樹: 雨林裡的大樹王國 凱特.梅斯納文; 希默娜.穆拉查尼圖; 陳毓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890 你一半,我一半 曹俊彥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821 蜻蜓眼 曹文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6906 啊! 林美琴文; 黃郁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913 寶寶的一天: 媽媽的一天 林美琴文; 黃郁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920 交換一天 廖書荻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937 我的水果寶寶 陳麗雅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951 有時候 阿力金吉兒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6975 甲龍寶寶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982 奶奶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6999 小巫婆 奧飛.普思樂(Otfried Preussler)文; 溫妮.格巴特(Winnie Gebhardt)圖; 鄭如晴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002 童話莊子 哲也著; 徐萃, 姬炤華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019 狂奔 麥克.莫波格著; 麥倩宜, 王介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026 這個可以吃嗎? 林柏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033 好痛唷!好痛唷! 松岡達英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040 工藤紀子繪本集: 小企鵝歡樂旅程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057 讀詩歌,學作文 洪志明編著; 黃錦蓮繪圖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小魯文化



9789862117064 怎麼還沒來 松岡達英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071 小粉紅肚子餓 村上康成文.圖; 陳毓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088 小J的聰明藥: 一個與過動症奮鬥的真實故事! 林滿秋作; 王秋香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095 向日葵 荒井真紀文.圖; 黃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125 跟著動物過一天：工作大集合 雪倫.任塔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156 超人氣小雞幸福書包 工藤紀子文.圖; 劉握瑜,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163 蹦! 松岡達英文.圖; 蒲蒲蘭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170 尋找顏色: 繪本故鄉劍淵之旅 陳瑞秋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194 超神奇糖果鋪 宮西達也文.圖; 周佩穎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200 小雞到外婆家 工藤紀子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248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 1, 我不是討厭鬼 鄭宗弦著;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7293 管弦樂團捉迷藏: 環遊世界找一找 克洛埃.珀拉爾諾文.圖; 邢培健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984 1,2,3到動物園 艾瑞.卡爾(Eric Carle)文.圖; 鄭明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004 123到動物園趣玩英文遊戲書 艾瑞.卡爾圖; 潘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011 好餓的毛毛蟲趣玩英文遊戲書 艾瑞.卡爾(Eric Carle)圖; 潘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035 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趣玩英文遊戲書艾瑞.卡爾(Eric Carle)圖; 潘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066 太空探索遊戲書 安娜蘇菲.包曼文; 奧利佛.拉提克圖; 邱淑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073 365隻企鵝 尚路克.佛羅門塔文; 喬艾勒.喬莉芙圖; 黃筱茵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6080 抓不到我！ 提摩太.奈普曼(Timothy Knapman)文; 西蒙娜.希洛羅(Simona Ciraolo)圖; 賴慈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10 點點玩聲音 赫威.托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10 點點玩聲音 赫威.托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3775 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中英對照) 比爾.馬丁(Bill Martin)文; 艾瑞.卡爾(Eric Carle)圖; 李坤珊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385 跟著藍天白雲去旅行 黃淑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3409 四兩搏千金: 外匯交易全攻略 林訟為, 黃偉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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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95569 我們憑什麼信任?: 傑出組織的秘密武器 陳朝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576 建立自己的獨特領導風範: 團隊改變的基礎,永遠靠領導力支持陳朝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583 讓改變發生!: 為何創新與轉型常困在最後一哩路?陳朝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606 愛麗絲夢遊仙境與鏡中奇緣: 150週年豪華加注紀念版,完整揭露奇幻旅程的創作秘密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原著; 馬丁.加德納(Martin Gardner)編注; 陳榮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590 傑出領導人的最關鍵轉變: 走出權力,變身「轉型教練」的革心旅程陳朝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620 孩子的天才,需要蠢事許可權: 4216個搗蛋鬼教會我們的事楊鈺瑩著、笛飛兒EQ教育協助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37 紅隊測試: 戰略級團隊與低容錯組織如何靠假想敵修正風險、改善假設米卡.岑科(Micah Zenko)著; 許瑞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44 跨媒體敘事製作聖經: 一網打盡虛擬和實境的多平台行銷創意學安德莉亞.飛利浦(Andrea Phillips)著; 曾雅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51 改變世界的100份文件: 從奠基現代科學的牛頓手稿到扭轉通訊結構的第一則推特史考特.克里斯汀生(Scott Christianson)著; 王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68 多面英雄凱因斯: 史上第一個明星經濟學家的七幕不凡人生理查.戴文波特-海恩斯(Richard Davenport-IIines)著; 陳榮彬, 朱沁靈, 汪冠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82 帶著人體地圖探險去: 從急診室到手術臺的人類解剖Live直播卡文.法蘭斯(Gavin Francis)著; 曾雅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99 美麗的限制: 為何展新的商業想像,常來自匱乏的條件下?亞當.摩根(Adam Morgan), 馬克.巴登(Mark Barden)著 柴婉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705 食物如何改變人: 從第一口餵養到商業化浪潮下的全球味覺革命碧.威爾森(Bee Wilson)著; 盧佳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712 改變世界的100張草圖: 從革新醫學的人體解剖圖到顛覆音樂產業的iPod原型史考特.克里斯汀生(Scott Christianson)著;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767 在凱因斯的左邊,在馬克思的右邊: 一個雜食經濟學家的讀書與思考筆記何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774 身體的想像,比心思更犀利: 用姿勢與行動幫助自己表現更強、記得更多與對抗壞想法祥恩.貝洛克(Sian Beilock)著;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6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寫



9789865695798 別急著成立反抗軍!: 電腦帝國其實單純又可愛?8堂資訊黑箱裡的科普課紀乃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811 改變歷史的地圖與製圖師: 藏在地圖裡的智識美學與權力遊戲約翰.克拉克(John O. E. Clark)著; 曾雅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727 高齡者預防照護活動設計指導者教學手冊 台中市基督教青年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648 薔薇村的故事: 浪漫的仲夏婚禮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55 薔薇村的故事: 飄雪的冬季舞會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62 薔薇村的故事: 春天的生日派對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679 薔薇村的故事: 秋林裡的大冒險 吉兒.巴克蓮(Jill Barklem)著; 林宜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709 簡單教養經 金.約翰.培恩(Kim John Payne)著;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716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Tessa Strickland), 凱特.德帕爾馬(Kate DePalma)著; 大衛.狄恩(David Dean)繪;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723 為孩子做幸福的玩具 菲雅.亞福克(Freya Jaffke)著; 王薏琦, 廖浚廷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379 我不想睡覺 岩崎京子文; 土井香彌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5290 尋寶去 中川李枝子文; 大村百合子圖; 林珊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01 我想變成綠色的 柳珠永作;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18 第一次自己搭公車 南康瀚文.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25 媽媽,妳怎麼了? 金永鎮作;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32 媽媽下班要快點回來 申炫靜文.圖;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49 豆腐店 飯野牧作;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56 做好事,由我開始 柯哈莉.蘇杜(Coralie Saudo)文; 露西.葳治(Lucie Georger)圖; 葉雅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63 如果有一天,我們都沒有東西吃 娜塔莉.琴塔(Natalie Quintart)文; 菲力浦.古森斯(Philippe Goossens)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70 我不喜歡上學,媽媽還是不放棄我 李舜源文; 宋恩實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87 寧靜又美麗的回憶國度 文智娜作;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5094 幫好朋友撐傘的小熊 金成正子文; 花之內雅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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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9619 我為眾生入佛的智慧而來: 蓮生活佛盧勝彥寫作五十週年紀念大燈文化編輯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59626 寫鬼: 不一樣的鬼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626 寫鬼: 不一樣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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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565 連醫師都驚訝!醋洋蔥的救命奇蹟: 每天這樣吃,血液、血管年輕10-20歲周東寬, 村上祥子著; 蘇珽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572 一個人也要好好吃飯 棚著; 丁世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02 成功調製芳香治療處方: 成為專業芳療師必備的調配聖經,66種常見精油調配原理,105種罕見精油檔案珍妮佛.碧絲.琳德(Jennifer Peace Rhind)著; 鄭百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634 去你的心靈大師 Will Ferguson作; 韓良憶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大墩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貓流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991 浪蕩麵包魂: 蔡佳男的麵包專書 蔡佳男, 王佳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811 心血管疾病自我管理 黃淑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835 毛小孩星座物語 張芳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842 蘿漾的異想世界 莊淑媚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1880 中式米食決勝精典(丙) 林宥君, 蔡佳樺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829 長乘以寬GEOMETRIC COMPOSITION. 1998-2015耿晧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0240 薩嘉派傳承金剛瑜珈母那洛空行秘密面授講本欽澤旺秋等著; 法護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4670 揭開食物的密碼: 分子生物學角度下的營養素分析朱槿梵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856 醜聞博物館 埃萊亞.鮑雪隆(Elea Baucheron), 戴安娜.羅特克斯(Diane Routex)作; 楊凌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717 璞玉丹楓: 朱坤培茶碗特輯 朱坤培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88909 安胎順產教戰手冊: 蕭彤雯勇敢再當媽,笑中帶淚全紀錄蕭彤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16 越想生越難懷孕?: 35歲後的成功懷孕法 放生勳作; 劉方蕊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23 幸福由心生 渡邊和子作; 姚巧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30 救回來的才叫作人生 陳維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47 神聖的你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54 全部的你 楊定一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61 超越微整形的天然逆齡術: 活化細胞與荷爾蒙從根本變年輕蘿西.狄倫(Roxy Dillon)作; 陳依辰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78 為什麼開藥簡單,開心難?: 精神科診間的人情絆吳佳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85 癌後療養聖經 杰拉德.勒莫(Gerald M. Lemole), 帕拉夫.梅塔(Pallav K. Mehta), 德壞特.麥基(Dwight L. McKee)作; 陳依辰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0388992 腸活必修課: 早期大腸癌,九成可以根治!不罹癌的有效解方邱瀚模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02 就想回家自己煮: 主婦聯盟超人氣講師教你30分鐘端出愛的料理,簡單、安心、好好吃林玉霞, 趙翊琹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26 寬心癌友: 中醫調理不讓復發找上你 許中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33 不合理的快樂: 存在的喜悅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40 一本讀通乳癌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乳癌多專科治療團隊作 增訂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凡識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鵬展翅藝文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趨勢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廿八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生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65102 春秋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5119 戰國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5348 西漢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5355 東漢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65362 三國故事 林漢達, 雪崗著; 劉安利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1961 不讓自己成為箭靶: 精神科醫師教你如何面對時時忍不住攻擊人的人片田珠美著; 方瑜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26 改變從心: 唐獎第二屆得主的故事 許芳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6085 一聽就懂!33小時完全制霸英文關鍵文法 林尚德, Samuel A. Denny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092 一聽就懂!24小時完全制霸英文關鍵文法: 搭配雙腦圖,融會貫通: 副詞子句+插入句+因果句+分詞句+不定詞句林尚德, Samuel A. Denny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115 裝個日本人: 這77句就夠了! 林潔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122 今天到底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呢? 馬克.史柏林(Mark Sprring)文; 賽巴斯汀.布勞恩(Sebastien Braun)繪; 黃意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139 高木奶奶的蔬菜料理126變: NHK人氣講師教你活用10種刀法X40種蔬菜,做出百變蔬食好滋味高木八江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146 巴塞隆納HOLIDAY: 高第建築、狂熱慶典、現代藝術、平價時尚、地中海美食,一本就GO!孟智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153 韓國練線!!圖解生活韓語單字 鄭熙卿, 金同鎬作; 陳靖婷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160 自闖經濟學: 25位創意工作者拿點子賺自由,教你將創意變事業傑森.歐博霍澤(Jason Oberholtzer)編; 潔西卡.哈吉(Jessica Hagy)繪;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177 小數據獵人: 發現大數據看不見的小細節,從消費欲望到行為分析,創造品牌商機馬汀.林斯壯(Martin Lindstrom)著; 溫力秦, 戴至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184 跟著米其林名廚尋味巴黎: 從隱藏版美食、口袋餐廳到私房食譜,一趟法式頂級味蕾的深度之旅文森.科林克(Vincent Klink)著; 林玉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191 紅蝦評鑑嚴選!義大利頂級酒莊巡禮: 啜飲傳奇名酒、探訪世界最古老葡萄酒產區,一場深度醉人的酒食之旅紅蝦評鑑著; 楊馥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207 告別前一定要學會的四件事: 練習寬恕、感謝、愛與別離艾拉.碧阿克(Ira Byock)著; 劉盈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214 阿茲海默先生 陳怡潓文; 薛慧瑩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221 覺醒教養,從10個練習開始: 發現問題、面對真相,學習成為更好的父母瑪莉.伊蓮.瑞娜(Mary Ellen Renna)著; 陳莉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238 冬粉新食感!減醣常備料理100: 主食X配菜X杯湯X甜點,營養師的飲食進化提案田村つぼみ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245 科學百科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252 不瞎掰流行語: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盧佳宜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252 不瞎掰流行語: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盧佳宜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269 樂高認真玩: 打造成功優質的企業團隊 佩爾.克里斯蒂安森(Per Kristiansen), 羅伯特.拉斯穆森(Robert Rasmussen)作; 連緯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276 搭新幹線遊日本名城: 探訪關東到九州25座古城,掌握築城工事、歷史軼聞、最佳欣賞點加唐亞紀著; 思謐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283 還要睡幾個晚上才到我的生日? 馬克.史柏林(Mark Sperring)文; 賽巴斯汀.布勞恩(Sebastien Braun)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290 林老師日語診所: 33個文法必解痛點 林士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306 3天搞懂基金買賣: 3000元起,累積你的第一桶金梁亦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86313 一口飯糰: 好吃又可愛!57款韓&義風味飯糰,野餐x便當x點心x宴客,一口滿足!金奉京, 崔勝鳳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320 為什麼企業的事,就是大腦的事?領導的科學與藝術: 善用腦科學研究,讓員工自發性學習、團隊更有效率、企業績效更好!賽巴斯提安.普爾波斯-帕提戈(Sebastian Purps-Pardigo)著; 林琬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337 我這樣告訴我女兒: 寫給女孩們的信,關於勇氣、覺察、自信的能量與幸福未來妮娜.泰絲樂(Nina Tassler), 辛希雅.利特爾頓(Cynthia Littleton)編; 陳玫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351 一口壽司: 只要捲一捲!56款韓風&義式壽司x12道湯品x8款風味沾醬,一口滿足!金奉京, 崔勝鳳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368 京都,其實你不懂: 內行人才知道的京都賞玩門道京都幸福俱樂部作; 葉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375 搞笑的教養科學: 透過最不科學的解釋,讓你輕鬆面對欲哭無淚的教養實境諾琳.杜金-麥克丹尼爾(Norine Dworking-McDaniel), 潔西卡.齊格勒(Jessica Ziegler)著; 黃庭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382 回奶奶家的那條路 內田麟太郎文; 高巢和美圖; 恩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405 紅蝦評鑑嚴選!新世界葡萄酒莊巡禮: 橫跨中亞、美洲、南非、大洋洲釀酒產區,開拓前所未見的品酩新視野紅蝦評鑑著; 楊馥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412 簡單準則: 活用6種準則,讓你擺脫職場與生活的複雜困境唐納德.薩爾(Donald Sull), 凱薩琳.艾森豪特(Kathleen M. Eisenhardt)著; 溫力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436 超譯<>領導學: 在生活中遇見馬基維利,讓你洞悉人心,成為職場、人生的贏家鈴木博毅著; 劉曉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443 托斯卡尼的日常餐桌: 豐饒食材及田園鄉間的美味家族料理,一起開動吧!茱麗亞.史卡帕麗佳(Giulia Scarpaleggia)著; 辛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450 野餐玩花樣!56款不沾手輕食料理: 壽司X食糰X加州卷X三明治,帶著走的輕簡食尚!崔乘株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月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4

天下遠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下雜誌



9789862486467 認識牛奶: 我知道我吃的是什麼! 法蘭西斯.羅宏(Francoise Laurent)文;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繪; 思謐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474 日本散策100景 新井芳子, 新井健文, 蔡明樹作; 顧采妮, 林農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481 與孩子積極合作,一起變更好: 發現內在衝突,培育正向人格特質,創造親子平衡關係羅斯.格林(Ross W. Greene)著; 鄒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498 自遊紐約 陳婉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98967 司法變革與海巡風雲 游乾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98974 司法變革與海巡風雲 游乾賜著 二版 平裝 2

9789575998974 司法變革與海巡風雲 游乾賜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935 般若心傳: 惟覺安公老和尚金剛經法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832 紙與布的對「畫」: 黃朝湖彩墨蜕變展 黃朝湖作 平裝 1

9789869023849 形色協奏: 柯適中個展 柯適中作 平裝 1

9789869023856 醒旅: 謝其昌創作展 中友時尚藝廊策劃團隊編輯 平裝 1

9789869023863 尋藏: 郭心漪創作個展 郭心漪作 平裝 1

9789869023870 心.漾: 張秀燕膠彩創作個展 張秀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557 想吃就吃!只用平底鍋就能做出100道中西日式糕點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64 名師親授黃金配方!中式麵食點心: 教你製作內餡、揉麵、蒸煎烤技巧,品嘗經典原味與創新的五星級好味道!陳麒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71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2: 常常吃海鮮,瘦身、身體棒、腦力佳!溫國智, 黃經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88 MASA十大超級食物: 抗癌、抗老、熱量低又吃不胖的100道美味配方MA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01 跟義大利媽媽學做菜: 從家庭故事與料理,深入了解義大利人文與飲食特色吳文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18 Amy的英式悠閒下午茶食光: 100道必學、好吃又好做的超人氣英國傳統茶點冉庭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25 日本最風行每家必備的鬆餅機食譜. 2: 免烤箱,免技術,新手必學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32 美味。鍋生活 藍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49 Carol烘焙新手聖經 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80256 Carol烘焙新手聖經 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80287 每天都想吃!Mr. Paco's 101道超級美味經典蛋料理全書Pac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595 2分鐘變大廚!100道全影音零廚藝料理 張美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70413 易學三天九爻卦新論 星雲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712 屏水山逢 蘇于修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水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3338 劉迅詩選 劉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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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3482 「參漢酌金」的再思考: 清朝旗人與國家制度 旗人與國家制度工作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499 <>分三體七十五類說 李立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12 太陽的微笑 陳泛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29 愛上老子: 反向思維的管理與對策 陳和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36 太極拳十三勢揉手功 吳永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43 「罵」與<>批評話語的建構 李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50 文學理論的興起: 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識檔案 馬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67 遊藝湖山 傅湘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74 老子思想詮釋的展開: 從先秦到魏晉階段 楊潁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81 殖民與專制之間: 日據時期蒙疆政權華語民族主義文學妥佳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98 我的歌 林明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28 我與當代中國大學圖書館的因緣 陳福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42 行踏.注目 陳秀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303 一起尋找真理: 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對話紀念專刊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暨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44 輔慰仁心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717 生天見佛 惠空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377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陳佩詩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5717452 間諜研究: 情報學與犯罪學的科際整合觀點 蕭銘慶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526 安慰我的畫: 41個名畫故事,在人生疲憊時感受撫慰、得到釋放、汲取力量禹智賢著;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533 1日5分鐘,搞定自律神經失調!自己就能做得到! 伊藤克人監修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95540 勇敢失敗,比努力成功更有力量 織田紀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557 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 腰好、腿好、腳好,身體自然好!洪康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95564 任何年齡都美麗: 活在當齡,比追求青春更閃耀 Catsua Watanab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907 獸文記: 十二月談 冬喃溪北文化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914 獸文記: 十二月談(簡體字版) 冬喃溪北文化社著 初版 平裝 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爪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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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暨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667 景觀規劃設計 賴哲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948 基礎梵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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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026044 法華妙義 釋普獻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614 不會讀書的孩子 葉宗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638 傑利.亞當斯大冒險 Nathan Kou作; Lilian Chen繪; 王美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006 中共重要人事評析專輯. 2016年 專輯編委會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219 韓熙載夜宴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90808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2968 耐火澆注料及其技術發展 王誠訓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975 靳三針臨症配穴法 柴鐵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982 耐火材料的損毁及其抑制技術 王誠訓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32999 分子生藥學 黃路琦, 劉昌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686 獨家授權 荷尖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80693 獨家授權 荷尖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49901 獨家授權 荷尖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49918 獨家授權 荷尖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少年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六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成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木更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594 改變工作順序,每天上班只需4小時: 腦力開發醫學博士,教你「高效率思考迴路」,效率提升64倍,不再加班累到死斉藤英治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00 咖啡的科學: 從栽種採收、烘焙研磨、沖泡萃取到採購訣竅的完美咖啡事典Tristan Stephenson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17 手寫的情感美學: 高度滿足的美學體驗,珍愛一生的花體藝術字西村彌生作; 童唯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24 改變自己的勇氣,讓心靈自由: 做自己的催眠師,傾聽內再聲音,跨越情緒障礙的自癒力方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31 選對時機說對話,再難搞主管也能打動: 37個察言觀色的問話、回話、搭話訣竅濱田秀彥著; 陳柏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48 個人評價翻倍的圖解思考開會技術: 全視覺圖解的3S會議絕技永田豐志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55 不生病的漢方生活: 學會3步驟!做自己的中醫師,守護全家人健康根本幸夫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62 相對論與時間之謎,看圖就懂: 和愛因斯坦搭乘光速火車的宇宙探險之旅小谷太郎著;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79 橄欖油聖經: 遍訪全球頂尖主廚、醫學專家和世界產地的健康美味完全事典奧田佳奈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086 氣味的奇幻力量: 撩撥情緒慾望,左右行為反應的神祕第五感官瑞秋.赫茲(Rachel Herz)著; 李曉筠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49093 5個習慣讓你自然瘦: 不限醣,不斷食,不復胖的健康減重法島野雄實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01 不懂時間分配,忙到死也沒人理: {超圖解}時間管理學,花最少時間成本,做出最大成效梁佩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25 大人の火柴棒全腦體操大全集: 日本權威醫師證實!增強大腦機能,預防老化,改善憂鬱和田秀樹監修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216 天地慶榮: 萬全老農的臺灣漢語詩歌 林萬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114 現實生活與佛法. 2, 解惑 釋智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027 我是科學知識王 張永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58 生日派對歡樂魔術 苗米, 阿怪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65 我不是怪獸 月亮作; 劉彤瑄繪 精裝 1

9789869281072 我的菜鳥老師 羅彩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89 愛麗絲的塔羅祕密 倪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096 莉莉安的奇幻塔羅教室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02 同樂會華麗魔術秀 苗米, 阿怪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19 弟弟不要哭 傅嘉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26 色鉛筆畫超Q人物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33 壞巫婆,走開! 月亮作; 劉彤渲繪 精裝 1

9789869329040 一起吃,最好吃 喵伊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9057 趣味魔術大挑戰 苗米, 阿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64 潘朵拉的神秘禮物 倪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71 好想,在一起 王蕙瑄作; 米兔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9088 小公主的美味料理教室 詩詩原創漫畫; 阮聞雪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095 啊!創意原來這樣畫:一個接一個的遊戲,啟發創意無限的繪畫力古依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003 奇幻魔術變變變 苗米, 阿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010 天使的新衣 月亮, 清水勇作; 劉彤渲繪 精裝 1

9789869377027 不一樣的禮物 秦儀作; 張倩華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9377034 12星座心心相印轉運書 知心姊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041 閨蜜造型大PK 亦兒, 多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058 手作紙盒小世界: 彩繪、剪貼、組合,小小紙盒給你大大驚喜!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065 就愛Line一起 王美慧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元亨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岳山光明寺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9789869377072 祝你生日快樂 Mia等作; 古依平繪; 盧珍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7089 快樂小公主 黃佳莉作; 陳慧縝繪 精裝 41

9789869377089 快樂小公主 黃佳莉作; 陳慧縝繪 精裝 -4

9789869377089 快樂小公主 黃佳莉作; 陳慧縝繪 精裝 -9

9789869377089 快樂小公主 黃佳莉作; 陳慧縝繪 精裝 -9

9789869377089 快樂小公主 黃佳莉作; 陳慧縝繪 精裝 -9

9789869377089 快樂小公主 黃佳莉作; 陳慧縝繪 精裝 -9

9789869377096 小茶壺,送茶去 王美慧作; 大Q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1101 我的超完美同學 梅洛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118 安娜貝兒魔法娃娃 倪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125 海馬小花上學去 古文作; 張筱琦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1132 陪你展翅高飛 Mia等作; 盧珍珍主編; 古依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149 一起成為海賊王 陳默默作; 樊千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156 莫里斯密令之消失的艾伯特小丑 倪雪作; Liea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163 小燕子入新厝 林瑋文; 吳姿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157 圖解「紙一枚」的思考整理術: 改變人生的14種表格高橋政史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71 為什麼用數字說話的人很有魅力: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邏輯思考永野裕之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88 情緒鬆綁: 跟自己和好的44個方法 西多昌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195 獨孤求敗選擇權獲利祕技: 多空盤都能賺的入門五堂課獨孤求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609 好企畫,然後呢?: 翻轉腦袋,沒錢也能玩行銷 寺井廣樹著;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5725 淵國五皇子傳: 花兒嬉戲 古戶待子著; 藍繡眼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945688 戀愛王子與不受歡迎的未婚妻. 2 小椋春歌著; 李其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701 大海深愛的波尼.布蘭西: 聖女沉睡的邪惡樂園. 2綠川愛彩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770 RESET轉世重生 如月由須羅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886 雙界幻幽傳. 3, 兩人一觸即發 木村千世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923 吾命騎士. 卷7, 終結魔王 御我著 二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5945930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四, 尋音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947 貓X刑警的美味事件簿 紫曜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45954 貓X刑警的美味事件簿 紫曜日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945961 美味妖精的疼愛法 古戶待子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985 異願洛恩斯. 外篇: 未來之約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5992 御庭番望月蒼司朗豋場!. 3, 神官修行與審判之日流星香著; krc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706 戀愛王子與不屈的挑戰者. 3 小椋春歌著; 李其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713 大海深愛的波尼.布蘭西: 愛火在胡上之城燃燒. 3綠川愛彩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720 吾命騎士. 卷8, 終結魔王 御我著 二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405737 我的殘缺惡魔!: 白色驅魔師與只有頭顱的惡魔 時田透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744 貓X刑警的美味事件簿 紫曜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5751 我的殘缺惡魔!: 黑色葬儀師與有隱情的轉學生 時田透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799 首領公主與無頭騎士 睦月けい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340 彈劍篇 徐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木林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今周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5908 經絡芳香理療學 胡仲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915 雪域春來拈花笑: 審美感興與修辭美學論文集 胡仲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939 徜徉於文字文物與文學的古道上: 證據法考釋古代文學新探陳紹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946 巴哈花精的臨床應用: 治療人的心理和其疾病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953 自然醫學治療敏感症: 虞和芳在德國電視節目的講座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960 我國競技體育政策發展之研究: 2001-2011 林信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118 初級泰文. 一, 聽故事學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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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013492 國術兵器雜談 白俊雄著 平裝 1

9789576013546 十路彈腿圖說 丁景雲編著 平裝 1

9789576013560 梅花樁功 王雪軒著 平裝 1

9789576013577 南拳拳法 李毅成著 平裝 1

9789576013584 少林狗拳圖說 丁曉色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466 楊王孫裸葬思想 許雅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73 新編美國宗教史 黃兆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480 顏回形象與儒道人觀探索 許從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80847 國族、國醫與病人: 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 皮國立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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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8607 實用護理藥品手冊 Judith Hopfer Deglin, April Hazard Vallerand作; 董倫銓主編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1188683 中國文學史 袁行霈主編 三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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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8775 寓言(越南語版) 楊琇惠編著; 陳瑞祥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8782 300句說華語(越南語版) 楊琇惠編著; 陳瑞祥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8799 300句說華語(印尼語版) 楊琇惠編著; 李良珊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8805 寓言(印尼語版) 楊琇惠編著; 李良珊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9031 國際企業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9055 亞當.史密斯 吳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062 冬天,大家都在做什麼? 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圖.文;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9116 別當政治門外漢 傑瑞.史東克(Gerry Stoker)著; 龐元媛, 李佩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9185 營建法規 蔡志揚主編 16版 平裝 1

9789571189192 我最愛的繪本系列套書: 聖誕節、農場、動物 卡雅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189222 低視力學 鄭靜瑩等著; 王俐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39 屠格涅夫作品的析賞 洪鎌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53 祭祀公業條例解析與土地清理實務 黃志偉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仁風文創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洲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津



9789571189260 資訊法 楊智傑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89307 隱形眼鏡學 江東信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314 數學完勝王: 國小三年級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321 顛覆你的歷史觀: 連歷史老師也不知道的史實 謝宏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345 平田晃久 吉村靖孝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著; 謝宗哲譯 平裝 1

9789571189345 平田晃久 吉村靖孝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著; 謝宗哲譯 平裝 1

9789571189352 當代詩學. 第十一期: 白萩詩論與詩作專輯 陳文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369 推甄自我介紹必勝秘技: 那些哈佛學生教我們的事Staff of the Harvard Crimson著; 李政賢, 葉婉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376 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 黃光國著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89383 從親子互動脈絡看華人性格的養成 葉光輝著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89390 華人領導的十堂必修課 鄭伯壎著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89406 心理學論壇 鄭伯壎, 葉光輝, 黃光國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89413 口述歷史採訪的理論與實務: 新舊台灣人的滄桑史林德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420 校史館管理: 理論與實務 薛理桂, 林巧敏, 黃靖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420 校史館管理: 理論與實務 薛理桂, 林巧敏, 黃靖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437 富足世界不是夢: 讓貧窮去逃亡吧!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著; 曾育慧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9451 行動化學館. 3: 氧化還原 陳大為, 王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468 50則特殊教育關鍵概念 張勝成, 王文科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536 公僕管家心: 制度環境、任事態度與績效行為 胡龍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550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89567 實用非訟事件法 林洲富著 10版 平裝 1

9789571189574 坐上導演椅: 導演必學的說故事方式與成功手法Bethany Rooney, Mary Lou Belli著; 高劍嫵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581 平成式日本語學習: N3 陳志坪, 謝凱雯, 渡邉ゆ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9598 和平與衝突研究: 理論新視野 湯智貿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598 和平與衝突研究: 理論新視野 湯智貿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04 迷戀時光: 時尚與藝術 蔡依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9604 迷戀時光: 時尚與藝術 蔡依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11 人類文明的盛宴: 世界博覽會 戚文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9611 人類文明的盛宴: 世界博覽會 戚文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28 臺灣戲曲劇種之腳色行當藝術: 生旦淨丑話戲曲洪瓊芳, 黃思超, 曾子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89628 臺灣戲曲劇種之腳色行當藝術: 生旦淨丑話戲曲洪瓊芳, 黃思超, 曾子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35 春天,大家都在做什麼? 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圖文;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9635 春天,大家都在做什麼? 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圖文;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9642 博物館社會學: 以社會文化理論對博物館的考察廖世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59 不用數字的研究: 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 蕭瑞麟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1189673 臺灣人一定要懂的邏輯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73 臺灣人一定要懂的邏輯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80 新時代的醫學人文 戴正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80 新時代的醫學人文 戴正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697 房地產登記實務 陳銘福編著 二十三版 精裝 1

9789571189703 影視化妝造型手冊: 電影、電視、攝影與舞臺化妝技巧Gretchen Davis, Mindy Hall著; 謝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10 很久很久以前: 看蛇的終結者如何帶領我們重回伊甸園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著; 謝宗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27 GeoGebra幾何與代數的美麗邂逅 羅驥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9734 跨設計與媒體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巫俊采等合著; 鍾思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65 教育美學: 靈性觀點的藝術與教學 李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72 圖解自我探索與成長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72 圖解自我探索與成長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89 小刺蝟的煩惱 郭朵蒂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9789 小刺蝟的煩惱 郭朵蒂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9796 科技大透視. 1: 汽車方程式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96 科技大透視. 1: 汽車方程式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802 圖解兩岸關係 蔡東杰, 洪銘德, 李玫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9802 圖解兩岸關係 蔡東杰, 洪銘德, 李玫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9802 圖解兩岸關係 蔡東杰, 洪銘德, 李玫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9826 圖解統計學 許玟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826 圖解統計學 許玟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833 圖解個體經濟學 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833 圖解個體經濟學 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44 中國歷史大事年表: 元明清朝 王中奇著; 廖育萱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0051 領導與管理 高永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68 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2016-2020) 邵宗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75 喬利羅傑斯家族: 黃金洞歷險記 強尼.達德爾(Jonny Duddle)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75 喬利羅傑斯家族: 黃金洞歷險記 強尼.達德爾(Jonny Duddle)著;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82 團體諮商與治療: 一個嶄新的人際-心理動力模式吳秀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82 團體諮商與治療: 一個嶄新的人際-心理動力模式吳秀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99 小小觀察家的自然筆記. 1, 三年級適用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099 小小觀察家的自然筆記. 1, 三年級適用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105 和自己對話: Q&A三年日記本 李雅茹, 林孟亭, 溫小瑩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105 和自己對話: Q&A三年日記本 李雅茹, 林孟亭, 溫小瑩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112 先進微電子3D-IC構裝 許明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0129 教育政策與教育實務 吳清基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167 給論文寫作者的統計指南: 傻瓜也會跑統計 顏志龍, 鄭中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174 科學哲學: 假設的推理 陳瑞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181 專門用來打好幾何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1190181 專門用來打好幾何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571190198 翰墨消搖游: 張國政書法展 張國政著 精裝 1

9789571190211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228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0228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0235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0235 專門用來打好四則運算基礎的數學課本<>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0242 現代詩讀本 顧蕙倩, 陳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0242 現代詩讀本 顧蕙倩, 陳謙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0259 觀光行政與法規 吳守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259 觀光行政與法規 吳守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273 讀懂民調: 讓公民變民調專家 Herbert Asher著; 陳陸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273 讀懂民調: 讓公民變民調專家 Herbert Asher著; 陳陸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280 認識立法院 黃秀端, 陳中寧, 許孝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280 認識立法院 黃秀端, 陳中寧, 許孝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03 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做快樂的志工及管理者 林勝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310 當設計遇上法律: 智慧財產權的對話 陳運星等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90310 當設計遇上法律: 智慧財產權的對話 陳運星等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90327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 朱日僑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34 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 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34 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 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58 微處理器原理與應用: C語言與PIC18微控制器 曾百由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1190358 微處理器原理與應用: C語言與PIC18微控制器 曾百由著 四版 其他 1

9789571190365 解說教育 張惠文, 楊正情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372 管線設計與安裝 溫順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72 管線設計與安裝 溫順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89 推動磨課師 方國定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89 推動磨課師 方國定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02 防火防爆 盧守謙, 陳永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02 防火防爆 盧守謙, 陳永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26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6版 平裝 1

9789571190426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6版 平裝 1



9789571190433 工業配線丙級學術科檢定試題詳解 吳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33 工業配線丙級學術科檢定試題詳解 吳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40 民法與商事法概論. II 鄭正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464 國際私法理論與案例研究. 二 林恩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64 國際私法理論與案例研究. 二 林恩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71 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透視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471 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透視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501 家庭暴力法規之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0501 家庭暴力法規之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0532 能動敘事文本寫作的現象學分析: 空間布局、能動模態與詮釋維度李明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549 兒童福利概論 林勝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0587 我最愛的43個童話 卡雅(Caryad)圖; 牟羿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0594 Stata在結構方程模型及試題反應理論的應用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0594 Stata在結構方程模型及試題反應理論的應用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0624 成語就是這樣讀和寫: 看成語笑話拚字音字形競賽呂淑敏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0631 海巡艦艇工程與後勤維修策略 吳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631 海巡艦艇工程與後勤維修策略 吳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655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 李智平作 五版 其他 1

9789571190655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 李智平作 五版 其他 1

9789571190730 國中數學滿分心法: 引爆中學生數學能力的奧義林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761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90761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0版 平裝 1

9789571190822 玩出創意. 4, 55個玩悅科學實驗 許良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839 我的瘋狂發明手繪本: 50個激發創意新點子的最酷腦力激盪安德魯.瑞伊(Andrew Rae), 莉莎.雷根(Lisa Regan)著; 葉京荃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0846 改革教育學: 起源、內涵與問題的探究 梁福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853 科技大透視. 3, 飛機總動員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945 環境評估: 系統原理與應用 陳鶴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952 化工程序設計 徐武軍, 張有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010 幸福學: 學幸福 陳澤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041 圖解管理學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058 寇斯 吳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065 設備師士: 消防法規 盧守謙, 陳永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089 楊維哲教授的數學講堂: 代數是什麼? 楊維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119 哇!科技無所不在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133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 陳永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157 簡化裁剪線版型研究 夏士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171 單接縫裁剪版型研究 夏士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188 教育行政實務與應用 秦夢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201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盧美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218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盧守謙, 陳永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249 紅樓夢後: 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 胡衍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294 西方課程思潮研究 李臣之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348 進階三軸銑削數控加工及實習 王松浩, 吳世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1331 觸動味蕾: 漫遊12國40道經典異國料理 朱秋樺, 李穎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454 褐地與污染土地再利用: 再創土地新生機 高志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461 莊子「保形存神」思想探究 黎惟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29839 語言障礙與矯治 林寶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29839 語言障礙與矯治 林寶貴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2686 電子之星: 池袋西口公園. 4 石田衣良著; 劉名揚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82

木馬文化



9789863592693 反自殺俱樂部: 池袋西口公園. 5 石田衣良著; 林佩儀譯 二版 0 1

9789863592884 徹底認識鋼筆的第一本書: 上墨結構和保養洗清X筆尖形狀和書寫感X紙張和墨水的評比Vincent Hsu, 斷血流大師兄, 阿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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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3003 墨水戰爭 .1: 盜書密令 瑞秋.肯恩(Rachel Caine)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010 非正規反抗: 池袋西口公園. 8 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348 發現地球大歷史 克里斯多福.李歐德(Christopher Lloyd)著; 林品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9926 發現科學大歷史 克里斯多福.李歐德(Christopher Lloyd)著; 許雲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79 發現運動大歷史 克里斯多福.李歐德(Christopher Lloyd)著; 楊毓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386 發現自然大歷史 克里斯多福.李歐德(Christopher Lloyd)著; 林欣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60 站在器官移植前面: 一個肝臟移植醫師挑戰極限、修復生命、見證醫療突破的現場故事柏德.蕭(Bud Shaw)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77 愛就在你心中 劉素珍, 李宗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584 咖啡全事典 鄭京林, 朴孝英著;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621 此生如鴿: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40個人生片羽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李靜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638 夜班經理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 何灣嵐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652 親子玩德瘋 Mel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669 莎士比亞故事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黃育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683 一天一點笛卡兒: 三分鐘思考術,教你解決 學習問題X職場判斷X人生難題小川仁志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690 養生先養胃 陳允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706 沒有神也沒有佛: 佐野洋子的老後宣言 佐野洋子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713 蜘蛛男孩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林嘉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720 沒有人到過的地方: 細田守的動畫世界 地圖studio監修; 日經Entertainment編;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737 美傷 艾卡.庫尼亞文(Eka Kurniawan)著; 周沛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744 陰刻 波戈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751 每天2分鐘,40個小練習: 學會所有繪畫技能 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著; 元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768 京都腳踏車旅行 林幸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93775 最幸福的胎教書 金秀慶著; 張琪惠翻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593782 器物無聊: 與13位日本陶瓷藝術家的一期一會 林琪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799 魚的捷克旅行手記 趙于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805 狼王羅伯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今泉吉晴解說; 蔡昭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812 愛犬賓果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今泉吉晴解說; 涂紋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3843 海底兩萬里 凡爾納(Jules Vernes)著; 李達達改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850 跳火堆: 阿根廷鬼故事 瑪里亞娜.安立奎茲(Mariana Enri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867 慢讀唐詩: 悠然人生的55次美好相遇 琹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3874 最好別想起 溫蒂.沃克(Wendy Walker)著; 蘇雅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881 蒙特梭利的溫柔式教養 夏洛特.普桑(Charlotte Poussin)著; 尹亞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11 沒有答案的旅程: 放下自我的設限,去理解那陌生的國度朱永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28 過好自己的人生: 100則人生離苦的智慧 延參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42 永恆之王: 亞瑟王傳奇 特倫斯.韓伯瑞.懷特(Terence Hanbury White)著; 譚光磊, 簡怡君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93959 不要靜靜走入長夜 凱蒂.洛芙(Katie Roiphe)著; 吳芠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5345 圖解失效模式分析(FMEA)與實務運用: 實現零缺陷的利器劉昱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5352 怎樣買長照險PLUS版: 一本長照存摺保幸福指南李柏泉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423 獨家新編五十二病方 李政育解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430 酒、醋與酵素: 微生物的生命活動奇蹟 陳啟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元神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305 電力土木工程誌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土木歷史與文化委員會, 電力土木工程誌編輯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562 漢文外國民間故事書目 陳勁榛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983 發皇華語.涵詠文學: 中國文學暨華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570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17: 簡單生活 黃郁婷, 林舜慈, 王惠珠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271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16 羅玲玲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525 陳心瑩2015獨唱會義大利歌樂篇樂曲詮釋分析陳心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549 大眾運輸整合空間結構與步行環境特性之規劃新思維李家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556 不動產管理 謝祖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563 超限時: 2017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報 105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532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畢業特刊. 第28屆, 廣告心豋場張子婕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006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17 黃盟元, 熊同銓, 潘明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896 水神一族 乾路加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902 美麗性世界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ret Atwood)著; 何曼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919 清單Hold不住的人生 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926 死亡與來世: 從火化到量子復活的編年史 柯利弗德.皮寇佛(Clifford A. Pickover)著; 李之年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生應系

土木水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園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廣告系



9789866385940 使女的故事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陳小慰譯增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750 邊緣戰略: 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 洪財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74 心聲與情物: 大觀唐詩、縱覽宋詞 李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81 臺灣禁書的故事 廖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98 淡江詩派的誕生 楊宗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98 淡江詩派的誕生 楊宗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04 拉麵的驚奇之旅 顧若鵬著; 陳正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11 寫給臺灣的備忘錄: 彭明敏教授文集 彭明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28 邁向重建時代: 一個詩人的臺灣守望2015-2016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42 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 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 所澤潤. 林初梅主編: 林初梅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59 櫻花.流水: 我的東瀛筆記 黃英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2154 李奇茂 情境媽祖 繪畫新思維: 水墨創作展 李奇茂作 平裝 2

9789573002161 藝趣人生: 沈禎作品集. 2017 沈禎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8552 普通生物學 沈浩, 沈芃萱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78613 普通生物學 沈浩, 沈芃萱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78637 普通化學試題精粹 高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668 醫師國考系列: 病理學 趙俊彥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682 Best choice: 基本護理學 凌荃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78699 Best choice: 病理學 趙俊彥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78705 Best Choice: 內外科護理學 凌荃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78712 Best Choice: 精神科護理學 凌荃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8729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劉文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8736 健康與護理重點考題精闢 朱群蒂, 朱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743 有機化學歷屆試題. 下 方智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78750 Best choice: 解剖生理學 蔡牧名作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767 英文全方位 鄭捷, 張銘, 沈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774 Best choice: 微生物免疫學 吳念華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781 Best choice: 產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798 Best Choice: 護理師歷屆試題 編輯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804 Best Choice: 藥理學 蔡牧名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78811 Best Choice: 兒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835 完全攻略本. 三, 字根辭典 張文忠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7276 美人魚上學趣 孟瑛如, 陳惠珠文; 張瓊瑤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283 百鳥森林的音樂會 孟瑛如, 林妙文; 張瓊瑤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29003 學前至九年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行為特徵篩選量表: 指導手冊孟瑛如, 簡吟文, 陳虹君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1250 大學生學習困擾量表: 指導手冊 黃政昌, 黃蕊君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1489 夢、覺察、轉化: 南勢角讀夢團體現場 汪淑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國孔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心理



9789861915708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吳昆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6552 藝術治療: 繪畫詮釋: 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陸雅青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16637 多功能語句完成測驗系列: 指導手冊 黃政昌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6644 幼兒遊戲 陳淑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6651 寬恕的勇氣: 寬恕的八把金鑰 Robert Enright著; 王千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054 家庭生活教育: 理論與實務的整合 David Bredehoft, Michael Walcheski主編; 林淑玲, 張燕滿, 潘維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313 幼兒教育課程模式 簡楚瑛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17320 英才教育: 天生我材必有用 賀淑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337 幼兒發展、學習評量與輔導 王珮玲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1917344 基本人格量表: 指導手冊 Douglas N. Jackson編制; 吳武典等修訂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351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 王欣宜等著; 林寶貴策畫主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1917351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 王欣宜等著; 林寶貴策畫主編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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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17382 注意力交響樂: 運用音樂活動改善孩子的注意力蕭瑞玲, 孟瑛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399 注意力交響樂: 學習手冊 蕭瑞玲, 孟瑛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05 職能治療: 社區的好夥伴 張玲慧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12 核心問題: 開啟學生理解之門 Jay McTighe, Grant Wiggins作; 侯秋玲, 吳敏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29 幼兒園中班教學活動課程設計: 配合新課綱設計的120個活動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36 幼兒園大班教學活動課程設計: 配合新課綱設計的120個活動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43 幼兒園小班教學活動課程設計: 配合新課綱設計的120個活動吳淑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50 身心障礙者的正向行為支持 鈕文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17467 聽見問題: 聽覺損傷兒童父母常見的問題與解答邱文貞, 張憶萍, 管美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74 創意式家族治療: 家庭會談中和孩子工作的遊戲、藝術及表達式行動方案Liana Lowenstein主編; 陳美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81 教育經營學個論: 創新、創客、創意 鄭崇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498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 指導手冊 朱錦鳳編製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7504 學習障礙學生的差異化教學: 普通班教師和特教教師的最新教育實踐William N. Bender著; 呂翠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511 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 大衛.韓森(David T. Hansen)著; 單文經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528 我只能好好吃 孟瑛如文; 溫家豪, 溫琬婷圖; 吳侑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535 飛牛牧場的故事: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王國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542 好像的故事: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 王國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559 聚一句: 我的造句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917566 聚一句: 我的造句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917573 應用行為分析 Paul A. Alberto, Anne C. Troutman著; 周天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580 莎莎公主的煩惱 葉琬婷, 孟瑛如文; 姜吟芳圖; 吳侑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597 突破數學學習困難: 理論與實務 趙文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603 老爺酒店集團的故事: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王國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610 中華航空的故事: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王國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641 論文就是要這樣寫 張芳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17658 托育服務 葉郁菁等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7665 教育研究法 葉重新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1917672 寬背馬阿肥的馬術輔助治療記 孟瑛如文; 閻寧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375 帶得走的溝通技巧: 聽覺障礙學童溝通修補教學策略手冊林桂如, 鍾雅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689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的故事: 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王國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02 原鄉.夢回: 周沛榕繪畫創作論述 周沛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673 設計思考第一現場 日經設計編輯部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680 斷尾革命: 運用分類領先戰略在關鍵領域追求第1松崎正年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727 看故事學管理. 2: EMBA也可以這樣輕鬆讀 陳念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9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55822 新語銘 陸惠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855839 美的記憶 陸惠風著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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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32271 Do Re Mi一起玩音樂 洪于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1630 婚喪喜慶楷行體硬筆字 蔡狄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47 芥子園畫譜. 人物畫 嘉興巢勳摹古原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54 芥子園畫譜. 名家畫 嘉興巢勳摹古原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61 新編日本語練習字帖 [文國書局]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78 辛棄疾詞精選集 孫燕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685 觀光旅行日語一本通 許惠文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08 新編歇後語.俏皮話.流行語.諺語 管梅芬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15 占財卜卦測事初階 陳繕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069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17年版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519 54年鑑: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17 臺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精裝 1

9789869382526 謁祖: 胡宇全攝影集: 全臺唯一清朝乾隆皇帝敕建媽祖宮廟-鹿港新祖宮胡宇全著 精裝 4

9789869382526 謁祖: 胡宇全攝影集: 全臺唯一清朝乾隆皇帝敕建媽祖宮廟-鹿港新祖宮胡宇全著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478 孩子,我願意為你這樣做 麥道衛(Josh McDowell)著; 溫嘉珍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900 極限風景 孫玉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124 華嚴經入法界品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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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音樂書房

中國印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動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中國租稅研究會



9789868873131 華嚴經入法界品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873148 華嚴經入法界品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342 厚土在下: 當代中國鄉土小說研究論集 鍾怡雯, 陳大為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594335 玄天在上: 新世紀大眾小說研究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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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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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308 協和萬方 總會宗教大同: 中華天帝教總會廿五週年年鑑劉曉蘋等人作 初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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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39009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的心靈教學洪燕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054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服務新建構: 國際視野的觀察簡秀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1466 開始在新加坡自助旅行 王之義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473 躺著做的肩胛骨放鬆操 反田敦子作;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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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61497 搭地鐵玩遍曼谷 葉志輝作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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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61527 開始在瑞士自助旅行 蘇瑞銘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541 用鐵路周遊券輕鬆玩西日本: 京阪神奈.關西.四國.山陰山陽.北陸.九州摩那卡, 瓦拉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558 紐西蘭旅行家 舞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589 搭地鐵玩遍北京 黃靜宜文字.攝影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596 父母家的斷捨離: 囤積狂與斷捨離主義者的對決山下英子作;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626 開始在紐約自助旅行 艾瑞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633 明日也是小春日和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著;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505 自炊食代の愛女便當 極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512 強習慣: 工作效率提升120%、三十歲前擁有九間公司的關鍵小川晉平, 俣野成敏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529 溫柔是我,剛強也是我: 來自薩提爾的生命啟發 胡慧嫚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天帝教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五眼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元智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文化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方智



9789861754536 沒時間才更要學的理家術: 育有三子的職業婦女,讓家事X家計都easy的方法尾崎友吏子著;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543 與神連線-靈能世家親身實證!這樣聽見神的聲音櫻井識子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543 與神連線-靈能世家親身實證!這樣聽見神的聲音櫻井識子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550 情緒密碼: 釋放受困情緒的奇效療法 布萊利.尼爾森(Bradley Nelson)著; 陳威廷, 愛那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567 別讓現在的壞事,趕走未來的好事 艾爾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574 Matty的超神奇解毒棒: 去脂.消腫.解痠痛.舒緩僵硬Matty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574 Matty的超神奇解毒棒: 去脂.消腫.解痠痛.舒緩僵硬Matty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581 看出關鍵: FBI、CIA、全美百大企業都在學的感知與溝通技術Amy E. Herman作; 陳繪茹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598 小包包教我真正重要的事 橫田真由子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04 刻意練習: 原創者全面解析,比天賦更關鍵的學習法安德斯.艾瑞克森(Anders Ericsson), 羅伯特.普爾(Robert Pool)著; 陳繪茹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11 荷歐波諾波諾的奇蹟之旅: 造訪夏威夷的零極限實踐者平良愛綾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28 愛與勇氣,生命無懼 蘇惠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0935 好爸爸的幸福餐桌: 聰明吃出美麗健康與長壽 陳旺全, 白志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0980 空姐"飛"常不簡單: 我的空服生涯全紀錄 王麗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205 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第二十四屆江育民, 張秉宸主編 平裝 1

9789869452205 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第二十四屆江育民, 張秉宸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055 國際內部稽核師新制模擬考題中譯本 The IIA Research Foundation原著; 周台俊, 周靜幸, 陳錦烽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109 約定: 學做自然的孩子 林慶章文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6109 約定: 學做自然的孩子 林慶章文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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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98928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對比劑使用指引. 2017 王俐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3884 版圖擴張: 國際版畫展. 2016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大機械系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外銷企業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因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內部稽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5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放射線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80175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二十一屆第二次[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5937 教師專業標準、發展與實踐 周愚文等作; 吳清基, 黃嘉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713 全國自然保育研習會: 自然保育手冊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917 偷插電的資訊科學教師手冊 謝宗翔編著; 顏國雄程式實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871 運動教練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7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1795 電影攝影. 第二十八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721 全球跨境電商實戰寶典 陳宏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76 新南向市調系列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菲律賓篇游立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783 臺商拓展新南向市場: 成功故事大解密 外貿協會市研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790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越南篇 黃雅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806 新南向市調系列《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印度篇》沈瑞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813 新南向市調系列《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印尼篇》陳元翔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8566 篆刻: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篆刻學會秘書處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4484 鋼結構極限設計法設計手冊(TISC-020-2017)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830 成就不平凡的人生路 全方位的癌友照護者: 張金堅梁妃儀作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公園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軟體自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範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鋼結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篆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影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403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協會年鑑. 2016 李仁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8296 新編四書讀本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54202 新編四書讀本 平裝 下冊 1

9789868268289 新編四書讀本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54219 做個興家旺族的女人: <>學習心得 精裝 1

9789869354226 肉食之過 平裝 1

9789869354233 地藏菩薩本願經講義 知定法師著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03484 臺灣農業生物經濟產業的永續作為研討會專刊張碧芳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003491 永續農業第37期 張碧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6490 五千五百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 (隋)三藏崛多共笈多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972 國際大數據與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 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論文光碟. 2017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8276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ICSI). 2016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作] 平裝 1

9789869078283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ICSI). 2013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作 平裝 1

9789869078290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ICSI). 2014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作 平裝 1

9789869388009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ICSI). 2015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作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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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20613 誰說實務不重要?在勞保局30年 羅五湖, 李松林口述; 吳佩樺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312 森林中的鑽石: 松露第一本教科書 胡弘道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印經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3

競技飛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古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科技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社會保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知識產學合作交流協會



9789868196131 中國植物學史 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 李學勇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238 矽谷望鄉人: 陳菊美的美濃憶象 陳菊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066 馬丁路德: 加拉太書講義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原著; 皮利坎(jaroslav Pelikan)編譯; 顧美芬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6164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論壇論文集. 2017年第六屆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900 西洋美術史綱要 蕭石君編 臺四版 平裝 1

9789869403924 中國畫學全史 鄭昶編輯 臺六版 平裝 1

9789869403917 中國畫學全史 鄭昶編輯 臺六版 精裝 1

9789869403931 有竹齋藏古玉譜 那志良, 王循詒合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3948 有竹齋藏古玉譜 那志良, 王循詒合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9403955 唐代音樂史的研究 岸邊成雄著; 梁在平, 黃志烱譯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03962 唐代音樂史的研究 岸邊成雄著; 梁在平, 黃志烱譯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03979 中國書學集成 弓英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403993 中國古代書法藝術 張龍文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03986 中國古代書法藝術 張龍文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9404006 菊譜 繆莆孫繪撰 臺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4013 中國音樂史 王光祈編 臺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4020 東方民族之音樂 王光祈著 臺六版 平裝 1

9789869404037 音樂概論 朱穌典編 臺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4044 西洋音樂史綱要 王光祈著 臺五版 平裝 1

9789869404051 翻譯琴譜之研究 王光祈著 臺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4068 曾國藩治學方法 胡哲敷著 臺七版 平裝 1

9789869404075 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 化名張振甫、張壽山徐堯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4082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Sir Aurel Stein著; 向逵譯 臺五版 平裝 1

9789869404099 中國歷代行人考. 續編 黃寶實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406 中國歷代行人考 黃寶實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6413 鄭和遺事彙編 鄭鶴聲編 臺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6420 中國歷代縣制考 廖從雲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437 臺灣風土志 何聯奎, 衛惠林著 臺九版 平裝 1

9789869406444 儀禮士昏禮士相見之禮儀節研究; 儀禮特牲饋食禮儀節研究張光裕, 黃啟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6451 儀禮特牲少牢有司祭品研究; 儀禮士喪禮器物研究吳達芸, 沈其麗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6468 儀禮宮室考; 儀禮車馬考; 儀禮樂器考 鄭良樹, 曾永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6475 鄉射禮儀節簡釋; 鄉飲酒禮儀節簡釋 施隆民, 吳宏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06482 儀禮士喪禮墓葬研究 鄭良樹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499 中國禮俗研究 何聯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06802 儀禮復原研究叢刊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重製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06819 士昏禮服飾考; 先秦喪服制度考 陳瑞庚, 章景明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建築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心晴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686 隨佛行道. 第二輯 隨佛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3373 趙孟頫道德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633 兩岸政策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劉恩廷, 黃泰豪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239 觀光領隊及導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6年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845 光州之子 開漳聖王 塗白亮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01964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39屆 沈依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01995 奧林匹克精神講座菁英讀本. 2016 沈依婷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80406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2017年第8屆札幌亞洲冬季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9789869480406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2017年第8屆札幌亞洲冬季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146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第六集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4627 英文作文 陳怡蓁, 鄭傳傑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5725280 國文(大專用書) 廖芮茵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5297 商用英語會話(大專用書) 徐琍沂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5303 管理資訊系統(大專用書) 許晉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310 金融市場(大專用書) 李靜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327 資料結構(大專用書) 謝文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334 外匯實務操作(大學用書) 陳香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341 期貨與選擇權(大專用書) 邱臙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358 財務報表分析(大學用書) 陳素緞, 譚惠新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5365 資料庫系統(大專用書) 柯志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372 英文檢定(大專用書) 梁彩玲, 史穎君著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5389 國際企業管理(大學用書) 鄭瑞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喬郵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美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菁英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32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委會



9789575725396 經貿情勢分析(大學用書) 譚瑾瑜, 陳華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402 廣告學(大學用書) 陳春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503 WONDER FOTODAY. 2017 房彥文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208 世界競技疊杯運動錦標賽大會手冊. 2017 陳建川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482 沉睡中的種子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Dianna Hutts Aston)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499 有耐心的蝴蝶 黛安娜.哈茨.阿斯頓(Dianna Hutts Aston)文; 希薇亞.隆(Sylvia Long)圖; 張東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05 奇幻島冒險記. 3 瑪莉歇爾.馬提(Mcritxell Marti)作; 澤維耶.薩羅莫(Xavier Salomo)繪;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43 好多好玩的指印畫 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 邱喜麗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50 韋瓦第四季音樂書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 Tickle)文.圖; 呂玉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67 我會跟全世界打招呼! 班.漢地考特(Ben Handicott)文; 肯納.帕克(Kenard Pak)圖; 邱喜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98 跟我說晚安 茱莉亞.唐諾森(Juia Donaldson)文; 蕾貝卡.蔻柏(Rebecca Cobb)圖;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598 跟我說晚安 茱莉亞.唐諾森(Juia Donaldson)文; 蕾貝卡.蔻柏(Rebecca Cobb)圖;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04 誰來躲貓貓 茱莉亞.唐諾森(Juia Donaldson)文; 蕾貝卡.蔻柏(Rebecca Cobb)圖;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04 誰來躲貓貓 茱莉亞.唐諾森(Juia Donaldson)文; 蕾貝卡.蔻柏(Rebecca Cobb)圖;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11 我的古文明探索大發現 羅布.勞埃德.瓊斯(Rob Lloyd Jones); 巴里.埃伯列特(Barry Ablett)繪; 甘錫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28 帕可好愛交響樂!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35 帕可好愛銅管樂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42 帕可好愛搖滾樂!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59 帕可好愛爵士樂!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673 外公的大衣 吉姆.艾莉斯沃斯(Jim Aylesworth)作;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繪;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10 金色的盤子 貝妮黛.華茲(Bernadette Watts)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41 阿黛兒與西蒙東方歷險記: 找找看,什麼東西不見了?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作; 劉美欽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58 艾瑪和茱莉亞都愛芭蕾舞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作;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056 璀璨中臺譽滿四海: 中臺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紀念專刊張桓忠主編 精裝 1

9789869227056 璀璨中臺譽滿四海: 中臺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紀念專刊張桓忠主編 精裝 1

9789869227056 璀璨中臺譽滿四海: 中臺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紀念專刊張桓忠主編 精裝 -1

9789869227063 中臺50不可不知的大小事 張桓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509 健康科學院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5學年度潘銘正, 李國興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7094 健康產業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7 中臺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著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競技疊杯運動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中華藝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9

中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243 文海雧英: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得獎作品彙編. 第十四屆薛光豐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8836 慧深法師人生語錄. 三, 獻.行道 慧深法師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013 零歲起步: 0-3歲兒童早期閱讀與指導 王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037 秀個故事給我看!: 為什麼圖畫書很重要與21位世界頂尖插畫家的對談錄倫納德.S.馬庫斯著; 阿甲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211 聽說讀寫,有策略!(國中:讀本、學習筆記) 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228 聽說讀寫,有策略!(低年級:讀本、學習筆記) 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235 聽說讀寫,有策略!(中年級:讀本、學習筆記) 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242 聽說讀寫,有策略!(高年級:讀本、學習筆記) 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365 聖塔除魔 俞月林著; 張瑜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23 娃娃樂園: 小博士漫畫百科 李珊珊著; 馬開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30 娃娃樂園: 快樂兒歌 王玲等寫; 趙光宇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47 娃娃樂園: 甜夢故事 張先震等著; 雨青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54 娃娃樂園: 媽媽講故事 蕭袤等著; 袁愛華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61 娃娃樂園: 小膠鞋 張雯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78 娃娃樂園: 青蛙的信 蕭袤文; 劉文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85 娃娃樂園: 天龍的兒子 薛賢榮文; 費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492 娃娃樂園: 不要離開我 黃藝聰文; 馬開峰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405 繞口令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412 三字經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2429 三字經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62436 唐詩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2443 唐詩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62450 童謠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467 成語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474 弟子規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481 兒歌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498 謎語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02 豬八戒吃西瓜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19 人參娃娃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26 龜兔賽跑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33 月亮不見了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40 葫蘆兄弟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57 狼來了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64 拔蘿蔔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71 哪吒三太子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88 神筆馬良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495 小蝌蚪找媽媽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月慧山觀音禪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匹歐匹實業



9789869363907 小和尚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914 小馬過河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921 小貓釣魚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938 火焰山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945 石猴出世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952 人參果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3969 大鬧天宮 張春艷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899 臺灣客家詩人葉日松作品研究 謝玉玲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9297905 秋思: 臺灣客家語創作歌曲專集 葉日松作詞; 林道生作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749 寂靜之境: 吳繼濤水墨 吳繼濤作 精裝 1

9789869327756 日翟重力 徐永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25 文藻外語大學體育教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3年文藻外語大學體育教育中心編 平裝 1

9789866585432 躍: 文藻建校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李彪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6585449 Moving into the next five decades: wa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50th anniversaryBiau Lee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79 占斷是風流: 李季紋劇本四種 李季紋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67079 占斷是風流: 李季紋劇本四種 李季紋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7480 Integrating multicultural and global education into EFL classrooms黃玟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0677 轉大人的辛苦: 陪伴孩子走過成長的試煉 河合隼雄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84 費解的顯然: 費登奎斯入門 摩謝.費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著; 易之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691 女性能量療法: 永保青春健康的自助寶典 唐娜.伊頓(Donna Eden), 大衛.費恩斯坦(David Feinstein)合著; 徐曉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07 甜星星: 陳依文詩集 陳依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14 傾聽靈魂的聲音: 25週年紀念版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作; 李永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21 自殺與靈魂: 超越死亡禁忌,促動心靈轉化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作; 魯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38 青春的夢與遊戲: 探索生命,形塑堅定的自我 河合隼雄著;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45 如何愛孩子: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 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作; 林蔚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52 靈魂的吟遊詩人: 感知互動表達性治療入門 保羅.尼歐(Paolo J. Knill), 海莉.福克斯(Haley Fox), 瑪戈.法契斯.尼歐(Margo N. Fuchs Knill)著; 劉宏信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69 解讀童話: 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著; 徐碧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76 關係的存有: 超越自我.超越社群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著; 宋文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783 我的大腦和你不一樣: 看見自閉症的天賦優勢 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 理查.潘尼克 (Richard Panek)作; 殷麗君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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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外語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6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9789863570806 開放對話.期待對話: 尊重他者當下的他異性 亞科.賽科羅(Jaakko Seikkula), 湯姆.艾瑞克.昂吉爾(Tom Erik Arnkil)著; 吳菲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813 故事裡的不可思議: 體驗兒童文學的神奇魔力 河合隼雄著; 蘇文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770 初春夢的寶船: 遠藤周作幽默小說集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787 沈默(電影版)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794 到雅典: 遠藤周作小說精選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800 我.拋棄了的.女人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817 船長徹夜未眠: 當代歐美文學的閱讀進行式 鄧鴻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824 榮格心靈地圖 莫瑞.史坦(Murray Stein)著; 朱侃如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0848 英國製造: 國家如何維繫經濟命脈? 伊凡.戴維斯(Evan Davis)著; 蔡明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2271 巧手摺紙 世一編輯部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2363 揭開鳥類的秘密 林文珠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370 尋找歷史的痕跡 鄭梅香編著; 巨象工作室漫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400 棺材島(全彩注音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417 金字塔的祕密(全彩注音版) 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455 冰原裡的長毛怪 林淑貞文; 林曉愉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479 笑咪咪情緒變變轉盤書 林淑貞總編輯; 徐鳳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486 我長大了動物變變轉盤書 林淑貞總編輯; 徐鳳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493 跟爸爸去夜間森林探險 林淑貞總編輯; 徐鳳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09 外星人的地球大探險 林淑貞總編輯; 徐鳳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84 學生標準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2714 練習寫好字: 千字文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721 練習寫好字: 律詩選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776 跟著數字環遊世界 Clive Gifford文; Josh Hurley圖; 王珮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783 男生女生大不同 姜順禮文; iwi圖;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790 讓人好奇的青春期祕密 具聖愛, 金大植, 方明杰文; iwi圖; 徐鳳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806 小小身體真奇妙 姜順禮文; iwi圖; 劉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813 自我保護小常識 具聖愛, 金大植, 方明杰文; iwi圖; 劉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820 超級跑車小百科 葉毓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837 恐龍小百科. II 梅洛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851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三版 精裝 1

9789864292868 動物找一找 李涵硯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875 123找一找 久久工作室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905 英檢2000字完全攻略 世一外文圖書編輯委員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292912 一代女皇武則天 趙文潤, 王雙懷原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2929 辭海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129 集佛經偈語選. 三, 魏碑 吳清圳佛偈整理; 施伯松編者 平裝 2

9789869376129 集佛經偈語選. 三, 魏碑 吳清圳佛偈整理; 施伯松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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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立緖文化



9789862941461 真的有鬼嗎? 范睿輝, 蘇雅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478 我可以養小狗嗎? 蘇雅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485 島嶼的愛和向望 周婉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515 我家在這裡 黃郁欽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522 我愛怪獸 蘇雅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539 啊,小心! 蘇雅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546 曹俊彥回大稻埕: 坊や老師的教學生活 曹俊彥撰文.繪圖; 游珮芸企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0916 謢理行政學 廖美南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20923 新編老人護理學 高淑芬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20930 基本護理學進階課程複習講義 張晏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947 重症護理學 吳淑鈴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120954 解剖學圖譜 劉上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0961 新護理師寶典. 11, 護理行政 李麗紅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20978 解剖生理學 許世昌等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6120985 新編社區衛生護理學 尹祚芊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120992 病歷閱讀 謝佩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303 新護理師寶典. 8, 微生物與免疫學 鄧靜琦, 高久理編著 4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0811 何以非凡 就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835 何以非凡 就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828 何以非凡 就醬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710842 何以非凡 就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0880 SCI謎案集. 第二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10859 SCI謎案集. 第二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866 SCI謎案集. 第二季 耳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873 SCI謎案集. 第二季 耳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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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9026 心雲片片 孫宇彤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740 智慧的寓言 瞿毅著 平裝 1

9789869276740 智慧的寓言 瞿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611 無印良品與我的簡單生活 山口勢子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28 熱刺激: 1條熱毛巾,3個關鍵部位,只要5分鐘,馬上改善你的身體!井本邦昭著; 珂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35 霸王之夢: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4 呂世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42 般喵心經: 活得輕鬆又自在的人生啟發 加藤朝胤監修;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59 穿越百年中東 郭建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今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必中



9789869406666 與其替老闆賣命,不如為自己拚命: 台灣科技創新教父給青年的20堂創業課陳良基總策劃; 楊雅惠, 魏妤庭, 許瑞福採訪撰文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73 上班前的關鍵1小時 哈爾.埃爾羅德作;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80 別讓孩子變成藥罐子: 韓國權威中醫教你不用藥養孩子金孝珍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697 讓孩子不被未來淘汰的7種關鍵能力 理查.藍迪(Richard Rende), 珍.波賽克(Jen Prosek)著; 葛窈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06 大前研一「新.商業模式」的思考 大前研一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13 愛情非童話: 給妳的床邊故事 鄧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20 人生下半場,我想要這樣的生活 廣瀨裕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37 最值得過的人生: 哲學爸爸給女兒的大學禮物 林從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1435 學習勝利的經典: <>. 8, 覆上野書其二等三篇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78463 新.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221 超級馬曆: 馬雅曆法實踐書: 2017.07.26-2018.07.25陳盈君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851 鬧: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106級畢業專題製作陳冠勳, 黃錦華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205 深情馬戲團 市川晴子作; 高雅溎譯 初版 精裝 第3幕 1

9789869379229 勇氣之書 凱西.陳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9250 一生必讀的50本日本文學名著 陳銘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281 亞洲插畫年鑑. 2017 本本國際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9298 空屋筆記: 免費的自由 楊宗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01 法拍屋實戰寶典: 「法拍教父」黃正雄帶你投資法拍賺千萬黃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18 停止抱怨的人生 游祥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25 會是支全壘打嗎? 中華職棒大聯盟文; 咚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8132 111封寄不出去的信: 摯愛之逝與人生再探 大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49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被貓咪包圍的日子 志銘, 狸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56 謝謝你把我當公主: 我是公主命!不是公主病! 啾啾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63 通往幸福的人生潛規則: 愛,藏在這裡 黃正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70 銀行理專才知道!: 讓錢變多的43種方法 長岐隆弘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87 塑身女王趙英善: 韓國最強童顏美肌魔女的美體訓練祕笈趙英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194 做自己的勇氣: 15個「做自己」的挑戰與突破故事趙祺翔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010 一小時讀懂互聯網創業模式 姬劍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003 接受逆境的勇氣: 從阿德勒40句金言學習激勵生命之道林有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027 財富女神教你日入萬元: 9個月賺1億的翻轉人生王宥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072 棉花小兔慕菲 Aki Kondo, 相澤太郎作; 高雅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0096 辣媽的百變菠蘿: 51種多變的菠蘿麵包&12美味餡料郭雅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43 幸福正能量: 從幸福到更幸福的N+1個關鍵法則徐培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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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左西心創藝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白沙屯媽祖婆網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9789868537194 約定: 感恩的心.咱ㄟ媽祖: 白沙屯媽祖北港徒步進香. 2017駱調彬總編輯 其他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007 黃魚鴞的那條河 王清龍文; 伊誕.巴瓦瓦隆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428 花語 夢語: 鄭愛華油畫雕塑作品集. 2017 鄭愛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260 漫畫貫通世界史 金相勳原著; 尹相奭文.圖; 巨河文化翻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042277 漫畫貫通世界史 金相勳原著; 尹相奭文.圖; 巨河文化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482 完美的獨裁: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著; 薛青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82 完美的獨裁: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著; 薛青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505 我的悲傷不是病: 憂鬱症的起源、確立與誤解 艾倫.霍維茲(Allan V. Horwitz), 傑洛米.維菲德(Jerome C. Wakefield)著; 劉思瑜, 劉宗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512 吊燈裡的巨蟒: 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吳介民, 蔡宏政, 鄭祖邦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529 香港,鬱躁的家邦: 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 徐承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536 不含傳說的普魯士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周全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933 擁有你的夢想生活行動手冊 Don Failla, Nancy Failla作; 唐飛達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06469 Windows 10電腦世界真有趣 巨岩出版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06476 Scratch 2.0程式設計小創客 巨岩出版編輯部, W.W創客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06483 Google網路世界真神奇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001 約翰.湯普森簡易鋼琴教程 胡淑慧文字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395 心態決定你的日子怎麼過? 余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02 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 凡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19 三國到底怎麼回事? 雷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26 漢朝到底怎麼回事? 陳冬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33 不要放棄,就能走出去: 逆境往往是一個突破機遇,它就站在你生命的轉折點.余魚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沙灣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立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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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可來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生命之光身心靈成長中心



9789869403740 唐朝到底怎麼回事? 移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57 懂得放下,其實已經擁有 余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64 宋朝到底怎麼回事? 甘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71 杜月笙.上海灘風雲 鍾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88 杜月笙.大亨與教父 鍾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3795 元朝到底怎麼回事? 胡善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04 清朝到底怎麼回事? 王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11 明朝到底怎麼回事? 朱雲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35 唐朝那些人都在想什麼? 景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59 紀曉嵐外傳 羅宗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210 沒有心跳的少女 長谷敏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024 非法接觸 帕蜜拉.克萊兒(Pamela Clare)著; 向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536 情挑夜天使 蒂芬妮.瑞茲(Tiffany Reisz)著;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550 下地獄吧! 菅原和也著; 鐘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574 紅.complex 曾我部浩人著; 宋輝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581 小夜音始終是小惡魔!? 東出祐一郎著;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6680 超自然研究會. 2, 幽靈們與巧克力 櫛木理宇作;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789 Arknoah. 1, 我所創造的怪物 乙一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888 K R:B あざの耕平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895 墮落邪惡組織,擁抱美少女大勝利!! 岡沢六十四著;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86956 超能力事件簿SPEC: 結. 1, 漸之篇 了春刀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6963 超能力事件簿SPEC: 結. 2, 爻之篇 了春刀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08 師匠系列. 1, 師事 ウ二原作; 片山愁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15 重啟咲良田. 4, 道別不是容易的事 河野裕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22 怪盜偵探山貓: 老鼠們的盛宴 神永學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39 文豪Stray Dogs外傳: 綾辻行人VS.京極夏彥 朝霧カフカ;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46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12653 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事件簿. 1, 俄羅斯紅茶之謎有栖川有栖原著; 麻麻原繪里依漫畫; 江荷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60 婚姻交易 珍妮佛.珀絲特作;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77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12684 師匠系列. 2, 黑之手 ウ二原作; 片山愁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691 解連環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40106 解連環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40113 超自然研究會. 3, 櫻宵盛開之下 櫛木理宇作;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20 異世界食堂 犬塚惇平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37 任性的他. ひなこ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44 東京心中. 5, 聖誕祭 トウテムポ一ル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51 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事件簿. 2, 巴西蝴蝶之謎有栖川有栖原著; 麻麻原繪里依漫畫; 江荷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68 外傳小說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Another Record 三部敬原作; 一肇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75 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事件簿. 3, 朱色的研究. I有栖川有栖原著; 麻麻原繪里依漫畫; 江荷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182 物部古書店怪奇譚 紺吉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40199 混沌異書紀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5602 蘇菲亞的祕密 蘇珊娜.克爾斯利作; 詹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619 非法危情 帕蜜拉.克萊兒作;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626 美麗大壞蛋 克莉絲提娜.賀柏, 蘿倫.碧琳絲作;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633 惠緣臨門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85640 惠緣臨門 紫曜日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85657 沒有心跳的少女 長谷敏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5664 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事件簿. 4, 朱色的研究. II有栖川有栖原著; 麻麻原繪里依漫畫; 江荷偲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四季國際



9789869385671 妙手偷心 蘇珊妮.安諾作;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688 紅.complex 曾我部浩人著; 宋輝雄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5695 紅.complex 曾我部浩人著; 宋輝雄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8404 小夜音始終是小惡魔!? 東出祐一郎著;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8411 小夜音始終是小惡魔!? 東出祐一郎著;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8428 第46號密室: 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 有栖川有栖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8435 K青之事件簿 宮沢龍生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98442 K青之事件簿 宮沢龍生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98459 水岸綺戀 諾拉.羅伯特作;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8466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力原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98473 文豪Stray Dogs(特裝版) 朝霧カフ力原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精裝 第11冊 1

9789869398497 鬼牌情獵 蘿拉.蕾恩作; 李麗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53 暮色情濃 琳達.霍華作;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60 美麗陌生人 克莉絲提娜.賀柏, 蘿倫.碧琳絲作;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525 「AU BON VIEUX TEMPS」河田勝彥最基本而完美的糕點配方河田勝彥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532 Atelier UKAI最完美的甜鹹餅乾獨家配方 鈴木滋夫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942 人生百年: 七十位百歲男女的溫柔故事 保羅.莫柏利(Paul Mobley)著; 康學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9973 農夫與他的田 大愛電視臺著; 吳柳蓓文字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9997 女力當家: 來自一百一十五位職場女性的真心話葛莉絲.邦妮(Grace Bonney)著; 黃意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303 不老陪伴指南: 這樣顧老爸老媽最正典! 許正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9591 大天使神諭占卜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愉淑譯 4版 平裝 1

9789865739607 五次元的靈魂揚昇: 光與智慧的靈性指南 戴安娜.庫柏(Diana Cooper), 提姆.威德(Tim Whild)作; 黃愛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614 天使數字書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愉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621 天使回應占卜卡: 44張天使回應卡+書+塔羅絲絨袋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羅賴.瓦倫坦(Radleight Valentine)著; 黃春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638 催眠之聲伴隨你: 催眠諮商大師艾瑞克森的故事與手法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kson), 史德奈.羅森(Sidney Rosen)著; 蕭德蘭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5739645 天使夢境神諭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梅麗莎.芙秋著(Melissa Virtue)著;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652 天使療癒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39676 假面恐懼: 科學證明我們可以更有勇氣 莉莎.蘭金博士(Dr. Lissa Rankin)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683 天使夢境國度: 開啟不可思議的夢境密碼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梅麗莎.芙秋(Melissa Virtue)作;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690 城市裡的靜心手札 奧修(Osho)著; 非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706 天使塔羅牌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雷德里.瓦倫坦(Radleigh Valentine)合著; 王培欣, 王芳屏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713 開放通靈: 如何連結你的指導靈 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 杜安.派克(Duane Packer)著; 羅孝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720 喜悅之道: 個人力量與靈性成長之鑰 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作; 王季慶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39744 愛希斯埃及女神卡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751 創造生命的奇蹟有聲筆記書 露易絲.賀(Louise Hay)著; 王芳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799 靈魂伴侶: 破除從此幸福快樂的迷思 讓你找到自己的幸福結局艾莉兒.福特(Arielle Ford)作; 李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805 愛的絮語占卜卡 安潔拉.哈特菲爾德(Angela Hartfield)著;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812 高敏感族自在心法 伊蓮.艾融(Elaine N. Aron)著; 張明玲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3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京實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6703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重點整理與題庫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2894 機械加工實習. 上: 含銑床、車床、丙級機械加工蔡俊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2955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試題與解析) 佳彥資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2993 丙級網路架設學術科通關寶典 施清壬, 李明地, 陳兆淞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006 乙級數位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掌舵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099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通關寶典 王清崧, 楊瑞良, 顏嘉良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3136 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陳富民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150 丙級飲料調製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JiNa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167 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 含機工類共同學科題庫分類解析通關寶典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著 10版 其他 1

9789864553174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奪照寶典 明軒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3181 丙級飲料調製學術科通關寶典 JiNa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198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 翁美秋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3204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通關寶典 TERA工作室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3211 丙級測量學術科通關寶典 張淑芬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235 單一級保母人員學術科通關寶典 童年工作坊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4553259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奪照寶典 林德全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3297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必勝祕笈 乾龍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3303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奪照寶典 寶鑑工作坊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3334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358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365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 十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3396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426 丙級美容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何玉環, 向翊欣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471 丙級西餐烹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侯冠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488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含食品類共同學科題庫解析通關寶典雲有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3495 乙級中餐烹調術科必勝秘笈含學科試題 凱瑜工作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518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連文乾, 廖明德, 張肇芳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549 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學科題庫必通解析鄧登木, 鄭才新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553556 丙級會計事務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杜宜樺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3563 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術科通關寶典 劉生武, 陳永炎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4553600 丙級化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趙明良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679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易鼎工作室編著 八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553686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通關寶典 易鼎工作室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3754 89S51/52單晶片與專題製作最佳祕笈 黃慶璋, 石博元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3778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使用Hadoop與Spark 劉勇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3785 用Scratch與mBlock玩mBot Ranger機器人 李春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3808 機構基礎含3D列印與3D繪圖 賴鴻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3822 機械手臂原理與應用: 使用Scratch(mBlock)語言連宏城, 連珮晴, 連紹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3839 BAP Spreadsheets電子試算表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Essential Level通關寶典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3846 PVQC數位多媒體設計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e檢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3907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All Pass解答本(Dataset 2、3)李權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010 升科大四技數學B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張宗睿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034 升科大四技數學A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巫曉芸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65 升科大四技數學B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劉源禎(劉慎), 巫曉芸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903 公舘文史手札 羅周文等編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4

送存冊數共計：44

南市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832 3小時讀通基礎機械設計 門田和雄著; 陳怡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49 讀書的事,就交給孩子吧!: 考上第一志願,做孩子最堅強的後盾時田啟光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56 設限與管教: 瑪德葛伯教你允許孩子犯錯的勇氣珍娜.蘭斯柏(Janet Lansbury)著;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63 憂鬱症營養療法: 日本精神科名醫教你重整大腦與心靈廣瀨久益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70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微分篇 結城浩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87 名偵探實習醫SOP: 「身體檢查法」基本演繹 德田安春著;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7894 嬰幼兒副食品不過敏全書 上田淳子料理;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09 藍島不是藍鳥 藍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16 3小時讀通基礎化學 左卷健男, 寺田光宏, 山田洋一著; 陳怡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23 超商怪事多: 平安回家最好 狗狗一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30 抓住孩子零到三歲關鍵期,嬰幼兒健康與能力發展全書細部千晴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47 3小時掌握速算 涌井良幸著; 陳盈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54 香氛聖經: 調香師的祕密配方 曼蒂.艾佛帖兒(Mandy Aftel)作; 唐弘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9161 世界第一簡單物理光、音、波篇 新田英雄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78 頭薦骨按摩自療法: 整合科學、敏感度與覺知關照,放鬆身心健康跟著來吉田篤司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85 半導體工廠: 設備、材料、製程,以及日本半導體教父,提升產業復興的處方籤菊地正典著; 龔恬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192 打造不老體質,從肌耐力訓練做起 立花龍司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705 好兒子不難教: 掌握九大特質,走入男孩內心世界小崎恭弘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729 超譯鼠輩哲學. 2, 每天都是天下太平 川辺石材的佐藤公亮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750 女醫師給準媽咪的懷孕安產書 宋美玄著; 張萍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056 以愛領導的德蕾莎修女 王樵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5063 起初,是黑夜 梁家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522 生命之愛.愛在臺灣: 「典範學習」高中生命教育教材楊嵐智, 林慧純, 陳莉諭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054522 生命之愛.愛在臺灣: 「典範學習」高中生命教育教材楊嵐智, 林慧純, 陳莉諭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050 圓滿人生的指南針 鄭鐵城彙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8974067 回歸理天的指北針 鄭鐵城彙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8974074 圓滿人生的指南針(簡體字版) 鄭鐵城彙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594 養正圖解 (明)焦竑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536 澎湖縣外垵國民小學新建校舍落成暨建校60週年紀念專刊李慶生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垵國小六十週年校慶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洛斯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宗博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504 Takao風景日常專輯全曲目樂譜集 Star Wish星願烏克麗麗樂團(李宜玲, 陳力維合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4447 大慈在心歡喜彌勒 洪錫銘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266 社會工作研究法 簡春安, 鄒平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325297 婦女的另一種生存: 商業性性服務婦女口述實錄分析王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03 都市理論新思維: 勞動分工、創意經濟與都會空間陳坤宏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10 非營利部門: 組織與運作 蕭新煌, 官有垣, 陸宛蘋主編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4901 獵人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4918 獵人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4925 護花使者 典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32 思凡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49 蕩婦要翻身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56 冤冤相豹何時了 童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63 換個時間,再來一次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70 將軍的男人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87 老師歸我管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4994 笑狐狸與傻公主 童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07 錯過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14 惡妻回來了 貞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805 占察善惡業報經白話解釋 (隋)天竺三藏菩提燈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360 30-30臺灣與墨西哥國際版畫展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391 城市的蛻變: 以高雄市街道家具及公共藝術設置為例李益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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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5689414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6級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89438 「環境生態議題」之視覺設計創作論述 林育靚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384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平裝 1

9789865689384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紀新聞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421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902 立足聖道的創意禮拜 陳琇玟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6727 新約<>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96734 鴻恩: 堂區服務和各項工作 沈鶴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741 聖經真道解析 姜寶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758 天天與耶穌基督同在的生活 陳斯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765 舊約主題脈絡要義. 一, 摩西五經 黃登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772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996789 穿越阿里到新疆: 一趟從「匱乏走向豐饒」的心靈旅程高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6796 吉光片羽: 釋經與釋經講章 蔡忠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02 中國人之新的救恩史. 七: 第六封印已開啟,第六號角已響起Grace記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19 人格九型: 從自我到真我的靈修旅程 楊素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26 聖典<>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004 也斯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1011 白先勇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1028 西西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1035 林文月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1042 洛夫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1059 瘂弦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1066 劉以鬯小傳 陳敬淳, 蕭琮容, 謝婉渝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045 氣壓丙級術科實作 黃致恆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271 土地開發與建築法規應用 黃宗源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4325 CCIM創富之路: 11X2不動產達人的致勝秘密 社團法人臺灣不動產投資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424 勞保實務教戰100% 鄭正一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4431 都是巨蛋惹的禍: 臺北小巨蛋接管內幕大公開 劉志原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448 如何請求車禍賠償: 兼論車禍刑事責任 楊芳婉作 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131 最帥的父親 劉洪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永御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目宿媒體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生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1680 國小作文上手的第一本書 黃鏡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2748 長春餓殍鬼: 中國國共內戰史上最慘烈的圍困 杜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295 漢字的回歸 李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639 實用執法英文 柯慶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4346 詩亮宇: 霧詩社年度詩選 林政言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391 企業總合效率: 工業4.0「智慧工廠」的基礎 劉季旋, 羅宇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445 淨化.還原 維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51 菜醫師,借過一下: 克拉克見習日誌 九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68 芽月祭之巴黎神殿 醉臥少女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75 心的力量: 遇見暖心菩薩 呂怡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582 「聽見、聽懂」佛說: <>: 淨信佛聽佛說法,不為追求福報但求解脫成道施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05 佛法奇蹟: 一趟身心靈轉化的真實旅程 林勝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74 國中數學講義. 第二冊 郭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81 迦南 滄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698 一枝草一點露: 再見了,資策會 吳瑞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04 向善向上 玳瑚師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4711 聽聽 Ange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28 15歲的足跡 張子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35 籽絮飄零 冬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42 愛母交響曲 黃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59 18 嚴已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66 古道傳奇 黃清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73 The six core elements: the Siu Lin Tau and history of wing chunSergio Pascal Iadarola作 2nd ed. 精裝 1

9789863584780 輕輕鬆鬆中譯英 張中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97 股票期貨好賺錢(選讀本) 林保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797 股票期貨好賺錢(選讀本) 林保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03 人世間的謎底: 道破人類存在的真正原因 飛鶴子, 山桐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10 賀德芬在學術圈的隨想絮語 賀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27 研究籤詩配卦 方哲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34 斗數春秋 施大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41 半生戎馬一世情 李壽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65 巴黎夢,夢白日 陳志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72 世界公民觀點下的哲學教育 簡端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96 你寫對臺語了嗎?: 臺語對應漢字之探討 呂應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889 凱旋投資術 陳金瑩著 精裝 1

9789863584933 他是她的一場宿命: 一個香港警察浪跡臺灣之旅張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57 人生中的幸福小徑 傅若珊著; 劉妤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64 人世間的謎底: 道破人類存在的真正原因(簡體字版)飛鶴子, 山桐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08 教育: 理論與實務 吳慶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15 紀弦書函補遺 吳慶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39 赤色博物館 大山誠一郎著; 倪志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46 統一場論 胡萬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85053 「糯米橋」佐「打石愛情故事」In九二之一泥磚屋洪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60 守住靜美歲月 宋隆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84 海倫清桃: 坦然做自己 海倫清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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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送存冊數共計：45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9789869372565 法華經講義. 第十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572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572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014 書上設計展2.0: 100+新銳設計誌 尼普利編輯室企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335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宏觀與微觀世新大學中文系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342 數位民主與限制: 檢視媒介內容與使用 林宇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554 新的時代.心的經營: 朝陽科技大學的辦學經驗(簡體字版)朝陽科技大學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677 孔令晟與兩位蔣總統 孟興華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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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90691 青春,好行! 江連君著; 詹迪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707 啊!奇妙的便便: 絕不臭屁的爆笑科學繪本 坂元志步文; 鱈耳郎圖; 宋碧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714 我長得像媽媽 瑞奈文.圖;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721 大家來破案. 4 陳偉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745 生活物理SHOW!2.0: 木星上的炸薯條最好吃? 簡麗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769 相聲並不單純 馮翊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90776 送你一個三角形 石麗蓉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1830 愛,相隨 宋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47 我和春天有約 宋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54 雅量 宋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861 愛,與你同行 宋晶宜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21256 救護車來之前我們能做什麼?: 搶救生命一分鐘,50個不可不學的現場急救法賈大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63 從平凡到非凡: MIT&哈佛的16堂自我成長課 梁英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70 幸福的重量,跟一隻貓差不多: 我們攜手的每一步,都是美好的腳印.帕子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87 想開咖啡館嗎? 具大會作;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1294 Salute!前進16座義大利經典酒莊: 跟著Peggy邊繪邊玩陳品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04 固執的小吃們: 以及島嶼偏食 陳輝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11 我不是叛逆,只是想活得更精彩: 小律師的逃亡日記黃昱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342 謝謝你,依然在這裡 Daydreamer'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59 Dear 19s Sound Factory原作; 深澤仁小說;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新大學新聞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尼普利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四塊玉文創



9789869379366 明太子小姐的東京生活手帳 明太子小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9895 Phonics to Reading Archie Yang, John Tsou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85503 Phonics to Reading Archie Yang, John Tsou作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1108 如是妙圓通 玉鼎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2743 鄭德淵創作曲集暨筝路歷程 鄭德淵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423 道德騷擾心理學: 逃脫「都是為你好」的陷阱 加藤諦三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430 義式生活哲學: 脫軌的人生才有意義!揭祕義大利人日常潛規則宮嶋勳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4977 且把年華贈天下 姒錦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336956 鳳凰無雙 寒烈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36949 鳳凰無雙 寒烈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376723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36970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336987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336994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376709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376716 蔣四小姐 包子才有餡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9376730 將門金枝 面北眉南著; 雨沫上青繪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376747 將門金枝 面北眉南著; 雨沫上青繪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376754 將門金枝 面北眉南著; 雨沫上青繪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376761 紅塵幾度醉. 上卷, 望君知我心 星無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778 紅塵幾度醉. 下卷, 白首不相離 星無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792 將門金枝 面北眉南著; 雨沫上青繪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22503 大乘起信論講錄 會性法師集講 精裝 2

9789577222053 天臺四教儀講錄 會性法師講述; 釋性文記錄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008 科學大眾 溫鏵執行總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玉鼎佛畫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仙靖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5

世樺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玉龍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可橙文化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66917 隨機羯磨淺釋講記 妙因法師淺釋; 道海法師講述 精裝 2

9789572866948 律學釋疑 正覺精舍律學研討小組編輯 三版一刷 平裝 2

9789572866979 南山三大部輯要表解: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註 釋修德敬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107 媽祖略歷 林宏達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107 中醫臺語教學用書 張嘉讌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408 台灣罕病蝴蝶寶貝照護指引 巫貴英, 林巧敏, 鄭色孟合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594 從今天起,勇敢高飛 小手鞠琉衣作; 高巢和美繪; 張桂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600 野貓軍團飛上天 工藤紀子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617 小小鴨的紅圍巾 金英美作; 尹智會繪; 曹善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624 少女三劍客 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著; 黃琪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631 小雨蛙招募小幫手 景山真貴作.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648 喬治不能說的祕密 葛斯.高登作.繪;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655 湯姆的午夜花園 菲利帕.皮亞斯(Philippa Pearce)作; 蘇珊.愛恩吉格(Susan Einzig)插圖; 張麗雪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381662 黑夜裡的小精靈 林茵作; 張筱琦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707 司法改革冤案範例: 寮國紅花酒店判例 李政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902 謊言世界 我的真相 陳欽生自撰.受訪; 曹欽榮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005 吳明修建築師作品回顧展. 2015 黃若珣專書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台灣甲狀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游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台灣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母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罕病蝴蝶寶貝醫護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9789572875834 台灣常見的蝴蝶 呂晟智, 洪素年, 江素蘭撰文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873 瓦解殖民世界: 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 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897 小米: 智慧型手機與中國夢 克雷.薛基(Clay Shirky)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08 和紙之美: 柳宗悅給惜物者、匠人的生活美學態度柳宗悅作;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15 老派科技的逆襲: 黑膠、底片、筆記本如何面對數位狂潮還能屹立不搖大衛.賽克斯(David Sax)作; 周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22 性愛好科學: 掙脫迷思、用自己的方式高潮 艾蜜莉.納高斯基(Emily Nagoski)著; 廖亭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39 血淚漁場: 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 李雪莉等報導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46 變身野獸: 不當人類的生存練習 查爾斯.佛斯特(Charles Foster)著; 蔡孟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251 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 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吳玫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101 同學會!同鞋~ 謝念祖, 雷孝慈編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162 南懷瑾禪學講座 南懷瑾講述; 林中治整理 臺灣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396 你的貓: 完整探索從幼貓、成貓到中老年貓的照顧,照著這樣做,讓愛貓活得健康、幸福、長壽!每一位貓奴及獸醫的必備經典指南!伊莉莎白.哈吉肯斯(Elizabeth M. Hodgkins)作; 謝凱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816 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袁筱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3830 新巴赫花精療癒: 從情緒及靈性上調理你的身心靈疾病笛特瑪.柯磊墨(Dietmar Kramer)著; 王真心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3847 新巴赫花精身體地圖: 與花精對應的皮膚反應部位療癒書笛特瑪.柯磊墨(Dietmar Kramer), 賀爾姆.維爾特(Helmut Wild)著; 王真心, 黃瀚平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59922 法學知識. 二, 法學緒論搶分題庫 陳書丞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16344 衛生行政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王致勝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16368 土地法攻略本 甄慧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41639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25704 社會工作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711 民法概要 江承欣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5728 社會福利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25735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759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何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766 超詳細地政士題庫寶典4合1 甄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773 土地稅攻略本 甄慧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9425780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25797 高等微積分的九陽真經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502 圖解制霸社政法規大意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大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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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考用



9789869449519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齊得勝, 林沛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9533 圖解制霸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彭敘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9557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4合1 甄慧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9571 圖解制霸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49588 租稅申報實務 詹誠一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9449595 信託法規 何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708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應試寶典 林緯志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6715 工程數學的降魔十一掌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6722 絕對制霸教育法規大意 陳賢舜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56739 會展初階認證8合1 郭彥谷, 郭燦廷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33841 自己的婚姻自己救!? 吳維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393 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三期 劉得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13807 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 金融時報最好看的專欄 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尤傳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613814 我可以和貓聊一整天,卻沒法跟人說半句話: 呆伯特人生故事: 這種人,要如何成功?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821 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 城市,是經濟發展的溫床珍.雅各(Jane Jacobs)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13838 股價、棉花與尼羅河密碼: 藏在金融圖表裡的風險貝諾.曼德伯(Benoit Mandelbrot)著; 何信慧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623 Ask Dr.Hill希爾博士會客室: 精油這樣用才對!享受完美精油的50個健康對策doTERRA美商多特瑞作.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721 鑑古知證券交易法 李洙德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827 呂宗昕教授教你1天學會字首.字根.字尾 呂宗昕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64834 失眠勿擾: 用對方法,找對醫生,從此遠離安眠藥黃偉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41 30歲起這樣吃,代謝好就不難瘦 森拓郎作;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58 超短眠,人生更豐富: 超強商務技能!提升思考力與工作表現堀大輔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65 仕事文具 土橋正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72 即使家庭會傷人,愛依然存在: 讓你沮喪的不是人生,而是你的焦慮許皓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872 即使家庭會傷人,愛依然存在: 讓你沮喪的不是人生,而是你的焦慮許皓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889 英語每日一滴: IG最夯,學校不教,聊天、搭訕、吐槽都有戲阿滴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896 從此不在忘東忘西!擴充記憶體的100個趣味遊戲: 法國記憶冠軍的五感開發練習題貝爾納.克瓦希爾(Bernard Croisile)著; 林幼嵐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早安健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早安財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多加福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518 別讓不懂拒絕搞死你 周維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25 淡定,讓你歡喜自在 今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32 歸零,重新肯定自己: 逆轉勝的31道心法 詹姆士.阿特切著; 謝雅文, 黃直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49 21世紀創造財富靠自己: 變身點子製造機,用創意點子賺大錢詹姆士.阿特切(James Altucher)著; 謝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63 心安就好眠: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教你破除失眠魔咒加藤諦三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70 重新開始的勇氣: 在琅勃拉邦找到內心安定與成長的力量崔甲秀作;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94 枕頭上的海浪聲 毛恩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655 你來了,茶剛好煮上: 與師父喝茶,品一盞自在淡然悟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662 強韌力: 看史上最多金牌保持人,如何以強大心理韌性超越自我?好的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99842 青燈鬼話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59 驅魔老人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66 孽債必還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873 轉世輪迴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27 情劫難逃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34 墓室來客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41 亡靈咒怨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599958 邪村魅影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11 借胎還魂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28 驚情畸戀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35 荒山妖塚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042 暗夜盡頭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40 關於外交的100個故事 陳安邦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57 改變人類生活的100個發明故事 夏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64 每個午夜都住著一個詭故事 童亮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60271 別讓不懂成功的成功學害了你 林大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88 老師沒有教,所以你要學 夏欣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295 方法永遠比問題多 夏欣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318 靈界的另一種力量 黃卓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325 寫作魔法書: 妙趣橫生的創意寫作鍊習 白鉛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387 湘西王 彭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516 祈願: 11堂祈願課,成就你一生的圓融 玄興教尊著; 蔡秋生, 蘇紹寧編撰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0523 生日祈福祈願文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547 考試功名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554 良善姻緣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561 身體健康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578 財運福報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585 創業、事業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592 解冤釋結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608 歷代祖先宗親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615 闔家平安祈願文(抄經本) 玄興教尊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560745 學會經絡拳: 無痛手療 宣印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6826 說再見,轉身也要幸福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33 雞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17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光采文化

好的文化



9789866676840 菩薩心語. 2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57 翻轉人生,逆向思考練習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64 心覺知,感受人生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71 不在乎,是因為放下了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806 為什麼你一直沒有成就?: 失敗?資遣?裁員?淘汰?並不是自己能力不行,而是沒有掌握贏家的成功特質李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13 分手的練習: 當你學會愛自己,就懂得去愛別人,經營好每一段感情林慶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20 輕鬆拿高分, 考場作文一本通: 一本在手, 掌握會考滿級分的訣竅王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37 這麼做, 你的氣場才夠大?: 徹底清理你的內在限制, 學會心想事成!雷克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44 從小事開始做起,成為更好的自己!: 世上沒有做不到的事, 只有不肯做的人燕尾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51 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30歲前, 決定人生勝負的33種關鍵引導力林慶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68 滿分作文,參考美句一本通: 突破寫作能力和鞏固考試實力的最佳選擇!王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75 為什麼你總是被人「吃」死死的?: 出來社會混,一定要讀懂人情世故和人際交往的潛規則韓彥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82 把微笑留在現在,用缺憾換來圓滿: 45篇感動人心的故事,點亮45段精彩無悔的人生生命藍海教育基金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899 做你害怕的事,害怕必然消失: 自信找回、恐懼克服、決心展現、意志堅定、行動積極的五項人生鍛煉林慶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6609 20歲沒錢,正常;30歲沒錢,可能家境不好;40歲沒錢,自己找原因: 70位世界富豪教你成功致富的關鍵歐陽策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537 生命的故事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文;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n)圖; 柯蕾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544 彩色糖果的約定 希薇亞.歐瑪文.圖; 吳愉萱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551 絕對不要搔老虎的癢 潘蜜拉.布夏文; 馬克.布塔方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582 爸爸再一次: 好高、好高 秦好史郎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599 爸爸再一次: 大海遊戲 秦好史郎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605 爸爸再一次: 遊樂園 秦好史郎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605 你怎麼看待時間,決定你成為哪一種人: 1000位世界頂尖領導人的時間觀谷本有香著; 黃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36 開臺戰史: 東西方首戰之勝: 有故事的臺灣史. 第一部蘇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50 你吃椰子油的方法80%都是錯的!: 百萬人都在吃椰子油,但你吃的方法是對的嗎?一天就有感,兩週就見效,最簡單易做的正確吃油法白澤卓二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67 放不下的事,這樣做,都能放下 名取芳彥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74 至少月入三萬元的小眾經濟: 在這複業時代裡,每個人都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理想生活!藤村靖之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81 人際關係的藝術: 打造真實人際關係的53堂課 戴夫.可本(Dave Kerpen)著; 俞兆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698 下流老人. 續: 政府養不起你、家人養不起你、你也養不起你自己,除非,我們能夠轉變藤田孝典著; 布拉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04 賴宇凡健康養生: 要瘦就瘦,要健康就健康系列套書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54311 攝影由光化學到光電成像的技藝(記憶)「水」: 人世間美妙的源泉陳政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0519 雲豹森林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HOM插圖 再版 精裝 1

9789868730526 蘇東坡密碼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林餘慶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30533 豬探長X檔案 如果兒童劇團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好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兒童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印刷



9789868730540 破廟裡的莫札特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大魚畫室17位小朋友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30557 奇耳鎮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阿桶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30564 真假王子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郭宛諭, 王筠芸, 陳又禎插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604 天下第一 如果兒童劇團故事; 唐唯翔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36 關於能量: 能量運作和日常生活的能量平衡 卡比爾.賈菲(Kabir Jaffe)等作; 丁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550 靈魂的冒險: 穿越物質與靈魂次元的旅程 詹姆斯.范普拉(James Van Praagh)作; 林慈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688 Power reader 李思娉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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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1896 諸海各島: 菲律賓藝術聯展 Patrick D. Flores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955 和光沐境: 創意名家設計九講 林淑華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830 有聲畫作無聲詩: 陳庭詩的十個生命片段 莊政霖作; 張琬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847 幸福吉野家: 日本百年牛丼、台灣30年好滋味 台灣吉野家口述; 林姮聿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508 子衿: 竹風青塘 蔣明珠總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609 國際開放式智慧居家監控系統實習(入門版) 李致中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200 幸福學堂之戀愛講義帶領人手冊 武自珍等主講; 馬玉玲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787 普通物理 何貞淑等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879 數學 王永進, 張豐宜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964886 數學 王永進, 張豐宜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風建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耐美國際智慧節能科技工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341 J.S.BACH小前奏曲與小賦格 宋允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358 J.S.BACH二與三聲部創意曲 宋允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577 感時四篇 李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398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1, 動物篇 許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228 動物很有事 茱莉.戈隆貝(Julie Colombet)著;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235 我們的祕密研究基地 森洋子著;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242 新鄰居你好?! 伊蓮娜.拉塞爾(Helene Lasserre)作; 吉爾.波諾托(Gilles Bonotaux)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259 小狼不哭 琪歐.麥可莉兒(Kyo Maclear)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266 有時母親,有時自己 史蒂芬.塞凡(Stephane Servant)文; 艾曼紐.伍達赫(Emmanuelle Houdart)圖; 周伶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273 簡單,狐狸與我 芬妮.布莉特(Fanny Britt)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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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681014 彩色圖解OSCE快速學習 Adrian Blundell, Richard Harrison原著; 廖御佐, 朱凌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052 貼紮術於臨床醫學的運用: 理論暨實務指引 吳威廷, 周立偉, 洪章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083 袖珍骨科學: 簡易的基礎寶典 Antonia F. Chen原著; 楊榮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090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生理學 黃琢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06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生物化學 馬聖翔, 林嘉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13 犬貓圖解臨床診療手冊: 新手醫師必備的一本書Christian F. Schrey原著; 林毓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20 徒手肌力訓練解剖學 Bret Contreras原著; 張高華, 董阜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37 DSM-5診斷考試口袋書 Abraham M. Nussbaum原著; 王志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44 胸部CT、MRI影像判讀: 正常v.s.病變影像對照輕鬆學櫛橋民生, 藤澤英文原著; 吳蓉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51 心電圖案例123 駱惠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68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基礎醫學. 2015年 陳人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75 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3 李家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82 最新彩色圖解神經科學 Claudia Krebs, Joanne Weinberg, Elizabeth Akesson原著; 楊韻如, 李琪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199 內視鏡影像判讀及鑑別診斷圖譜. 下消化道篇 多田正大等原著; 陳勁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205 牙科實證醫學: 臨床牙科操作與學習之最佳工具鄭信忠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212 肌肉疼痛 洪章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229 職場健康促進: 創造工作環境的新思維 David H. Chenoweth原著; 何容君, 張捷宇, 卓萱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243 簡易圖解心電圖 奧出潤作; 吳得進, 吳峯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250 破解臨床技巧 M. Akunjee等原著; 程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267 心律監測器怎麼看: 心律監視器的實用判讀技巧大八木秀和原著; 張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274 臨床骨科X光片判讀: 常易疏忽的病例與討論 王廷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281 醫學研究及論文撰寫不求人: 提供緩和醫療案例森田達也原著; 臺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298 臨床細菌學與病毒學: 真相與病徵 陳德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04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3年 黃惠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11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5年 周昀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28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腸胃及肝膽胰臟科學黃家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35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4年 李家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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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7

合記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音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印書小舖



9789863681342 彩色圖解美容解剖學 王向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59 彩色圖解神經解剖學與神經科學快速學習 Roger A. Barke, Francesca Ciccjetti, M. J. Neal原著; 周明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66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臨床醫學. 2015年 邱暄晉, 褚怡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73 簡易動作治腰痛: 一位日本諧星消除20年腰痛的親身體驗肥後克廣作; 林宜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397 攝食吞嚥障礙學 熊倉勇美, 椎明英貴編; 蘇珮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403 彩色圖解自行車運動伸展100例: 單車族必備的伸展訓練,讓你安全享受奔馳的快感!Guillermo Seijas Albir原著; 曾國雄, 魏振展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410 護理師口袋書: 臨床隨身手冊 Ehren Myers原著; 蔡佩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427 Bruce & borg's psychosocial frames of reference: Theories, models, and approaches for occupation-based practiceTerry Krupa等[作] 平裝 1

9789863681434 臺灣精實醫療管理改善個案分析 翁紹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441 運動治療學: 理論基礎與實作技巧 Carolyn Kisner, Lynn Allen Colby原著; 楊雅如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81458 重症臨床照護手冊: 護理人員快速指引 Michele Angell Landrum原著; 田昕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465 全方位解除疼痛: Tick醫師的疼痛管理聖經 Heather Tick原著; 黃琢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472 最新貝氏身體檢查指引 Lynn S. Bickley, Peter G. Szilagyi原著; 劉禹葶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81489 新編輸血醫學 孫建峰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3681496 輕鬆簡單學藥理: 藥物分類及劑量計算實用指引Cynthia J. Watkins原著; 吳承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02 醫學之美: 彭慶星學術探尋之旅 韓英紅, 歐陽學平, 文輝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19 進擊的長庚: 策略、再造與實踐 長庚醫療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26 心率變異研究: 從健康養生到疾病診療 楊靜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33 健保也瘋狂: 醫護人員療鬱手冊 王國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40 運動肌肉傷害 Hans-Wilhem Mueller-Wohlfahrt等作; 楊榮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557 關懷照護科學與正念練習: 實踐Watson人性關懷照護理論Kathleen Sitzman, Jean Watson原著; 黃嘉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64 醫師國考題庫整理與解析: 胚胎學 林郁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71 醫學免疫學 李順美, 張建裕, 吳建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88 檢驗醫學100例: 個案精解及診斷分析 David C Howlett, Nicola Gainsborough原著; 陳建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595 物理治療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5年 林孟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01 腫瘤科住院醫師手冊: 癌症的診斷與治療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內科レジデント原著; 呂美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18 解剖學五百年: 從文藝復興到數位時代的解剖繪圖史Benjamin A. Rifkin, Michael J. Ackerman, Judith Folkenberg原著; 賴昆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625 生物統計學: 如何選擇與應用 Calvin Dytham原著; 何容君, 施銘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32 X光判讀隨身手冊 范國光, 王書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656 神經肌肉疾病: 復健醫學快速參考 Nathan D. Prahlow, John C. Kincaid原著; 韓亭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00 醫師國考試題詳解: 基礎醫學. 2016年 馬聖翔, 廖誼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17 口腔預防醫學 唐瑞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24 護理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6年 周昀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31 眼球解剖與生理學 Ai Lens等原著; 林培正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1748 基礎核子醫學物理與儀器學 Rachel A.Powsner, Matthew R. Palmer, Edward R. Powsner原著; 王素貞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55 最新牙體技術師教材: 口顎功能學 全国歯科技工士教育協議会編集; 志賀博等著; 趙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762 游離輻射防護試題彙編 張寶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915 西天佛國遊記(漫畫版)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13922 漾貞法語. 第一輯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13939 漾貞法語. 第二輯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13946 募款興建全真大道靈修院專刊 無極直轄全真堂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491 與巴赫一起祈禱15天 阿嵐.喬利(Alain Joly)著; 逢塵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538 清修庖廚中 勞倫斯修士(Br. Lawrence of the Resurrection)著; 劉巧玲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552 十誡與真福八端: 結合聖經研究的倫理反省 陳耀聲遺著; 許建德譯 平裝 1

9789575468569 天主教史. 卷四 穆啟蒙(Joseph Motte)著; 侯景文譯 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4

送存冊數共計：64

全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光啟文化



9789575468576 明日之我 費若奇著; 若水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583 與聖道明一起祈禱15天 亞連.克里希(Alain Quilici)著; 左婉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590 快樂的遊俠: 安東尼.戴邁樂傳記 比爾.戴邁樂(Bill deMello)著; 劉麗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620 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 詹姆士.馬丁(James Mertin S. J.)著; 劉德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637 尋根探源: 宗徒教父作品集研究 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編; 張毅民譯 平裝 1

9789575468644 神妙時刻: 深具影響力的祈禱方式 琳達.舒伯特(Linda Schubert)著; 張開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5468651 懺悔錄 聖奧斯定(St. Augustine)著; 吳應楓譯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5464967 瑪竇、瑪爾谷、路加三部福音合觀: 附若望福音平行文司密特著; 永泉教義中心編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396 一天一則,日日向上肯定句: 精彩英法版700句 療癒人心悅讀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02 超立體動物造型毛線帽: 風靡歐美!寒冬有型,吸睛又保暖。凡妮莎.慕尼詩(Vanessa Mooncie)著;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19 咖啡館style點心自己做: 全方位收錄蛋糕、起司、塔派、餅乾、熱點心等配方,以及步驟技法、訂價原則、咖啡搭配相適性的開店祕笈許逸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26 新手的咖啡器具輕圖鑑: 達人分享煮咖啡技巧、使用心得+新手選購指南郭維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33 一定要學會的掛耳餅乾: 零失敗配方+超可愛模型=最實用的餅乾禮物書海頓媽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40 用兩色毛線編織帽子、脖圍、圍巾、手套、斗篷林美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57 卡哇伊3D立體造型饅頭: 美姬老師私傳秘技!饅頭造型全面升級!王美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64 烘焙聖經: 美國甜點界傳奇大師的蛋糕、派、塔、餅乾、麵包和糖果蘿絲.樂薇.貝蘭堡(Rose Levy Beranbaum)著; 陳文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6371 大人的筆世界: 鉛筆、原子筆、鋼筆、沾水筆、工程筆、麥克筆、特殊筆、愛筆狂的蒐集帖朴尚權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88 100種法式糖果: 從水果軟糖、棉花糖、杏仁糖、太妃糖、巧克糖、牛奶糖到蛋白甜餅和馬卡龍雅絲敏.歐斯曼(Yasmin Othman)作; 王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395 好想養隻貓: 可愛療癒系萌貓小圖鑑 金泉忠明監修; 中野廣美文字; 徐曉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03 100種自重肌力訓練: 日本健身大師秘笈,最有效的徒手運動比嘉一雄監修; 林佳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10 打發,基礎的基礎: 烘焙新手的第一堂課:鮮奶油、奶油、雞蛋、乳酪操作與糕點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27 韓式裱花: 超過500張步驟圖、40支完整裱花影片,以及作者不藏私完美配色秘訣、調色方法。艾瑞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34 經典不敗台式麵包: 1種麵糰+30款口味+12款整型手法+700張鉅細靡遺步驟圖,結合復古與創新,成功率高、絕對好吃!愛與恨老師作; 邱嘉慧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41 麵團與麵糊,基礎的基礎: 烘焙新手的第一堂課:六大類麵糰和麵糊基本技法與糕點示範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429 國民黨不想提、共產黨不願談的中國近代史: 共產黨會取代國民黨,成為中國的正統,老蔣早就預料到?北村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36 為什麼計算機的C不要按?: 掌握30個小撇步,讓你數字觀念變強,購物或工作都再也不吃虧!深澤真太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43 日本復古新語.新鮮事: 從日本老年代學新詞彙、新風俗、新知識戶田一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450 京都自由行: 絕對不迷路!不會看地圖、不懂日文也能輕鬆玩轉京都鄭海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67 伊斯蘭化的歐洲: 歐洲正在伊斯蘭化嗎?這引起什麼樣的反彈?歐洲又如何因應?三井美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81 偷學日本頂尖決策專家,一開始就把事情做對的技術山田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98 美、中開戰的起點 彼得.納瓦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025 董事長眼中的世界: 孫大明叔叔可以帶我們拍全世界嗎?つよし文字; 孫大明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14032 董事長眼中的世界: 孫大明叔叔可以帶我們愛全世界嗎?つよし文字; 孫大明攝影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056 學會生日秘數掌握成交關鍵 黃恆堉, 張睿宸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光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吉祥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光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0900 中國養生文化常識問答 梁清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917 中國傳統手工藝文化常識問答 佘佳峻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924 中國茶文化常識問答 丁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948 中國琴棋書畫文化常識問答 汪靜茹編著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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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01006 清宮二年. 上: 慈禧、德齡與光緒的故事 談寶森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13 清宮二年. 下: 慈禧、德齡與光緒的故事 談寶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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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01082 宇宙大調和 翁瑞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99 南懷瑾低調處世的智慧全集 徐志遠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8026 遺傳演算法原理與應用: 活用Matlab 周鵬程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2190715 數位邏輯設計: 使用VHDL 劉紹漢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1576 國際標準驗證 施議訓, 陳明禮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4287 振動學 王栢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4485 醫用電子實習 劉省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2194577 電工實習. 一, 室內配線 翁弘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5338 高中選修數學(乙)參考書. 上 朱綺鴻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2197790 無線通訊射頻晶片模組設計. 射頻晶片篇 張盛富, 張嘉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806 銲接實習 李隆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198360 MCS-51原理與實習: KEIL C語言版 鍾明政, 陳宏明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2198551 汽車防鎖定煞車系統 吳金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9473 電子材料工程 魏炯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0417 會計學: 理論與實務應用 周容如, 蘇淑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0516 金屬材料對照手冊(含各國標準) 理工科技顧問有限公司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0530 高手系列: 學SolidWorks 2016翻轉3D列印 詹世良, 張桂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806 電子學實習 曾仲熙編著 三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630882 企業研究方法 饒達欽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0943 工業日文 江裴倩, 江任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0998 工程數學 曾彥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025 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094 冷凍空調工程. II 蕭明哲, 陳國龍, 沈志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285 電機學 楊善國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631346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余思漢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377 金融市場概要與職業道德規範 張巧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391 電子應用電路DIY 張榮洲, 張宥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52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544 人力資源管理 羅彥棻, 許旭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605 期貨與選擇權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612 顧客關係管理 徐茂練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1636 設計基礎原理. I: 平面造型與構成 林崇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674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681 Mastercam 2D繪圖及加工使用手冊 楊振治, 鍾華玉, 林似諭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1704 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3GPP LTE-Advanced: 原理與實務李大嵩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735 可程式控制器實習與電腦圖形監控 楊錫凱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全華圖書



9789864631780 餐旅會計學 劉欣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797 新娘秘書: 珠寶捧花技法 何麗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03 轉動城市行銷力 葉泰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10 創業管理: 微型創業與營運實務 魯明德, 陳秀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27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41 旅館經營管理 曾慶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58 PIC 18F4520微控制器 林偉政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1872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學科重點暨題庫總整理 蕭盈璋, 張維漢, 林朝金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89 管理科學 李治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896 計算機概論: 探索資訊科技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902 機械設計 陳炯錄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1919 家庭水電安裝修護DIY 簡紹群, 呂文生, 楊文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1926 計算機概論 趙坤茂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1933 計算機概論: 與資訊接軌 張雅惠, 黃俊穎, 趙坤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940 計算機概論 郭欣怡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1957 乙級機器腳踏車學術科檢定題庫解析 陳幸忠, 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964 微積分 楊壬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971 電動汽機車 李添財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1988 基本電學(精華版) 賴柏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995 無線區域網路 簡榮宏, 廖冠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008 太陽電池技術入門 林明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015 C語言程式設計 劉紹漢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2039 室內裝修工程實務(乙級學術科) 徐炳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046 烘焙實務 蔡英敏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053 老人學概論: 基礎、應用與未來發展 黃旐濤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060 機器學習: 類神經網路、模糊系統以及基因演算法則蘇木春, 張孝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07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考前急救包 凌銘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2084 催生音樂: 混音工程與製作 游士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091 丙級飲料調製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10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完全破解 耿立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114 高中生物完全制霸學測複習講義 李貞苡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138 新娘秘書: 婚俗與整體造型 徐沁怡, 梁湘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145 完全制霸物理學測複習講義 李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152 侍酒師. 葡萄酒篇 洪昌維, 舒程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169 Arduino機器人與專題製作 林健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176 升科大四技數學A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183 大考對焦公民與社會總複習 張耀輝, 尚笙瓶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190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能檢定學科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綺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2206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林台生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2213 丙級美容學術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2220 可靠度工程概論 楊善國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463224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曾清旗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32251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解答 林怡均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2268 國文統測GO!GO!GO!. 文選篇. 2017最新版 楊秀慧等編著 七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632282 透視設計表現技法 呂豪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299 感測與量度工程 楊善國編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4632305 ACA國際認證: PhotoShop CC/CS6完全攻略 裴恩設計事務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312 初級會計學 王偉權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329 職業安全 楊昌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336 財務管理 李顯儀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2343 基金管理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350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講義 陳重銘, 陳映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2367 基本電學 賴柏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2374 PLC原理與應用實務 宓哲民等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632404 休閒旅遊概論 顏建賢, 周玉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411 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 陳凱鈞, 李進益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2428 升科大四技家政概論 施如意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2442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6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459 升科大四技: 餐旅服務 吳宜真, 張涵茹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2466 SPA & WELNESS美容產業經營與管理 靳千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473 機械製造 孟繼洛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480 乙級銑床: CNC銑床術科題庫解析 楊振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503 航空客運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510 旅行業經營管理 張金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527 航空服務管理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534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設計群專業一奪分王 黃立青, 葉郡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541 升科大四技: 基礎生物(適用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李彥霖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2558 SOLIDWORKS 2016基礎範例應用 許中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565 Visual C# 2013無痛學習 張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572 升科大四技: 飲料與調酒 劉貞秀, 王彬如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258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單字記憶拼圖 陳星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2596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英文奪分王 邱志賓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2619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2017最新版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32626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 2017最新版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32633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應用: 三菱Q02(H)系列 楊進成, 陳怡成, 莊宗翰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2657 VLSI概論 謝永瑞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2664 電機機械(含升研究所、高考、特考) 邱天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688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經濟學總複習講義 羅郁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2695 中式點心 陳楨婷, 呂哲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701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 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2718 蔬果切雕. 圖解基礎實務應用 呂哲維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2725 AutoCAD 2017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732 升科大四技: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2749 圖解靜力學 曾彥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763 C++程式設計實習: 趣玩Arduino 陳會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770 實用家庭電器修護 蔡朝洋, 陳嘉良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32787 C語言程式設計與應用 陳會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2794 物理. 力學與熱學篇 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Jearl Walker原著; 王俊凱, 黃仁偉, 葉泳蘭編譯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2800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致勝秘笈(Access 2010版)致勝研究室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4632824 塑膠模具設計學: 理論、實務、製圖、設計 張永彥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632831 中餐烹調. I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848 餐飲英文 鄭寶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855 動畫圖解資料庫系統理論: 使用MariaDB、PHP、Applnventor 2實作李春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2886 乙級中餐烹調(葷食)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893 高中完全制霸化學學測複習講義 劉燕孝, 譚利亞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2909 102版完全制霸地球科學學測複習講義 王貞琇, 葉鈞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916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三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864632923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四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864632930 優勢參考書高中選修數學甲. 上 朱綺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947 創意中餐烹調 黃景龍, 鄭春子, 周玉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961 科技英文導讀 李開偉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2978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A選(2017年最新版)(附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2985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商業概論總複習講義 商管研究團隊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2992 包裝解碼.設計加值 楊勝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005 資料結構快速上手 劉祐寰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012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B奪分王 趙文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029 升科大四技: 餐旅群(專二)海量題庫: 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張朠紹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036 聲學原理與噪音量測控制 蔡國榮, 王光賢, 涂聰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050 升科大四技: 餐旅群(專一)海量題庫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067 乙級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Win Cad工作室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074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王麗琴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3081 商品管理 徐茂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098 Creo Parametric產品設計(數位造型理論與實務) 吳正仲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104 整體造型: 時尚新娘造型設計 王惠欣編著 平裝 1

9789864633111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 上, 優勢參考書 李文禮, 黃玫琪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3128 工程數學 張簡士琨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135 高中基礎化學優勢參考書. 一 林意志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3142 高中生物學測系統精解 莊雪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159 催生音樂: 混音大人物 游士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166 會計概論 黃麗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173 烘培實務 蔡英敏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180 水質模式分析 劉成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197 電工法規 黃文良, 楊源誠, 蕭盈璋編著 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4633203 催生音樂: 混音工程與製作 游士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210 催生音樂: 混音大人物 游士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234 升科大四技色彩原理重點嚴選 李崇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3241 衛星通訊 董光天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258 髮型設計: 實用剪髮數位教學 黃思恒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3265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戰講義 曾清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289 服務業管理: 個案分析 伍忠賢, 黃廷合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296 丙級美容技能檢定完全指南 何麗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302 男子理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寶典 鐘俊德, 李源林, 李美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319 乙級美容技能檢定完全指南 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326 計算機概論: Office 2010適用 全華研究室, 郭欣怡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333 金融創新: 商品與模式 李顯儀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340 Verilog硬體描述語言實務 鄭光欽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357 Word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364 Excel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371 Access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388 高中基礎地球科學. 下, 優勢參考書 傅志強, 鄭可萱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395 Excel 2010範例教本 王麗琴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3401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陳碧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418 電子學實驗 蔡朝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449 類神經網路 黃國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432 CNC綜合切削中心機程式設計與應用 沈金旺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3456 女子美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精解 呂美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463 機電整合: 可程式控制原理與應用實務 宓哲民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470 電磁相容理論與實務 林明星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517 CNC車床程式設計實務與檢定 梁順國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3524 通信系統: 類比與數位 袁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531 介面設計與實習: 使用LabVIEW(NI-VISA) 許永和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3548 數位邏輯設計 黃慶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555 工程聲學 白明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3562 銑床工作法 沈金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579 工業配管原理與實務 徐文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586 工廠管理 王献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609 單晶片微電腦8051/8951原理與應用(C語言)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3630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編著 七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633647 轉動城市行銷力 葉泰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654 C語言程式設計: 入門與實務演練 吳卓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661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685 專題製作: 家政、服裝、美容、幼保、時尚模特兒林靜仙, 黃珮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692 優勢高中基礎生物參考書 沈家玉, 吳惠琪, 裘文馥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33715 新日本語能力試驗予想問題集: N2一試合格 方斐麗等編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4633722 職業衛生 侯宏誼, 吳煜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739 MATLAB程式設計實務 莊鎮嘉, 鄭錦聰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3753 單晶片8051實務 劉昭恕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760 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簡詔群, 楊文明編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777 企業倫理 劉原超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784 ACL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 黃士銘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3807 優勢高中選修生物參考書. 上冊 洪永慶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814 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蔡明志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3821 乙級建築物室內設計暨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術士學科題庫彙編田金榮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3838 飲料與調酒: 與職場接軌.飲調實作示範 閻寶蓉, 周玉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845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析 王溢川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3869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解析 春宏科研工程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876 設計基礎原理: 立體造形與構成 林崇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3883 可程式控制器PLC與機電整合實務 石文傑, 林家名, 江宗霖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3890 奈米材料科技原理與應用 馬振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906 PowerPoint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937 螢幕注意力: 透過內隱測量所觀察之專注於螢幕的心智負荷林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944 生活科技 余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951 現代統計學 周瑛琪, 楊溥泰, 盧慶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397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數學C奪分王 蔡翔騰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3982 ARM Cortex-MO微控制器原理與實踐 温子祺等原編著; 蕭志龍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999 塑膠模具結構與製造 張文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019 乙級工程測量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鄭育祥, 黃文才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026 Scala程式設計 侯雍聰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4033 電工法規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4057 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 學科重點暨題庫總整理 蕭盈璋, 張維漢, 林朝金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4071 物聯網技術理論與實作 鄭福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088 中餐烹調. IV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101 機動學 張充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1650 丙級美容學術科寶典 陳麗珠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1667 統測力: 國文奪分王. 2017最新版 曾家麒, 逸凡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4156 雲端運算應用與實務 黃正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163 電腦網路概論 陳雲龍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4170 統測力: 國文重點王 全華評量中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187 智慧財產權導論與專利實務 王世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200 考前30天基本電學總複習 支裕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262 美姿美儀: 時尚優雅美麗聖經 徐筱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279 輕鬆學Google雲端應用 全華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293 行動通訊與傳輸網路 陳聖詠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309 職場倫理 莫嘉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316 物理(電磁學與光學篇) David Halliday, Robert Resnick, Jearl Walker原著; 王俊凱, 黃仁偉, 葉泳蘭編譯十版 其他 1

9789864634323 Verilog 2001及SystemVerilog入門指引 具再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347 Arduino全能微處理機實習: 強效解析 艾迪諾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4378 化妝品概論 蔡明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392 專利實務論 冷耀世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4415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指導手冊 張秋蘭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4439 機械製造 林英明, 卓漢明, 林彥伶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446 程式設計與生活: 使用C語言 邏輯林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4453 管理數學 王妙伶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4484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 陳竹正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34491 創意與創新: 工程技術領域 林保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507 必選!EXCEL 2016即學即會一本通. 商務應用篇全華研究室, 郭欣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514 Word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521 升科大四技: 世紀海選: 計概戰鬥學園小將們的得勝歡呼阿波羅編著 平裝 1

9789864634538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4552 乙級機器腳踏車學術科檢定題庫解析 陳幸忠, 楊國榮, 林大賢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569 高頻電路分析與設計 賈志靜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576 實用保護電驛 李宏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4613 西式點心 廖利凱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20 透過雷射加工進化的工法轉換 金岡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37 丙級西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44 丙級美容技能檢定完全指南 何麗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651 優勢參考書高中數學 朱綺鴻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34668 She Maker: 女力創客的自造年代 曹筱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82 微積分 黃學亮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4705 網際網路傳輸式自動化保全系統及方法技術報告林俊成, 康嘉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712 傳輸系統以及相關的傳輸方法技術報告 林俊成, 曾昱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729 可提取QRS波內部不正常訊號之QRS波分段擬合方法技術報告林俊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736 異常心電訊號分析與應用技術報告 林俊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743 電腦網路原理與應用 黃正傑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750 精密量測檢驗(含實習及儀器校正) 林詩瑀, 陳志堅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4767 Office 2013學習手冊 王麗琴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4811 穿戴式生醫量測原理與實驗: 使用Android Studio開發李仁貴, 陳安雋, 鄭文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897 高科技廠務 顏登通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4903 金屬塑性加工學 余煥騰, 陳適範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910 工具設計 黃榮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927 Excel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楊明玉,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934 PowerPoint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 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965 原鄉原木之創作生活體驗設計與實踐 魏明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375 台灣橄欖球選手專項體能評價與診斷之研究: 以大專公開組選手為例黃少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481 救災機器人模組與技術開發整合實務 張法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65775 矽元件與積體電路製程 李明逵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932 偏見地圖. 1, 繪製成見 楊科.茨維可夫(Yanko Tsvetkov)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956 你教育孩子?還是孩子教育你? 珍妮佛.希尼爾(Jennifer Senior)著; 張瓊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546 開啟心中的蓮花 吳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53 光明珠璣集 聖賢仙佛作;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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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5224 至高の音樂. 2, 這首名曲超厲害! 百田尚樹原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24 至高の音樂. 2, 這首名曲超厲害! 百田尚樹原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79

送存冊數共計：281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光慧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35261 南山三大部科文 (宋)元照律師撰科; 釋慧觀,釋慧明等編著 初版四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7472 全世界優等生都在玩的計算遊戲 腦力&創意工作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489 全世界優等生都在玩的科學遊戲 腦力&創意工作室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1901 虎妻悲歌 司法不死 柯賜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169 松鼠來我家那天: 小豬小羊的動物歷險記 大羊, Cherng, 小豬小羊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503 給孩子一雙想像的翅膀: 江連君童詩選輯及寫作指導江連君著; 丫班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2863 明天的遊戲規則: 運用數位槓桿,迎向市場新局 黃俊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55 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 康乃爾X史丹佛頂尖心理學家帶你洞悉人性、判辨真偽湯瑪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 李.羅斯(Lee Ross)著; 林力敏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62 只有頂尖執事才知道,平凡人變富豪的53個金錢哲學新井直之作;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79 上一堂最生動的國際關係: 20部經典電影,告訴你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蔡增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979 上一堂最生動的國際關係: 20部經典電影,告訴你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蔡增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2986 價值談判: 從獨贏、雙贏,到創造無限利益,4萬高階經理人瘋狂搶學崔哲圭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2993 一天付36萬去幫他提公事包,為什麼大家搶著做?小山昇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006 Ted人氣講者這樣做搶戲投影片 阿卡錫.克利亞著;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013 金錢整理: 只要收拾存摺、冰箱和另一半,錢自然會流向你市居愛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3925 數理化通俗演義 梁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3932 數理化通俗演義 梁衡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83949 楊喚詩選 楊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956 心與文鳥 夏目漱石著; 翁淑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963 費茲傑羅短篇小說選集 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林捷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970 這本姓名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石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3994 羅織經 來俊臣原著; 馬樹全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007 海明威傑作選: 老人與海+尼克.亞當斯故事集 海明威著; 林捷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014 尋找星星小鎮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021 臺中無所事事之旅: 閒閒散步、吃喝遊逛手繪玩帖林江汶圖.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鴻印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西蓮淨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轉星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麗廣告



9789861784038 棒球驚嘆句. 2 曾文誠, 涂宗宏, 鄭又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045 宮澤賢治短篇小說集. I 宮澤賢治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069 老舍短篇小說選集 老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904 龍泉活水桃花源: 恆春龍水里風土志 劉還月作.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605 臺菜的一年 黃婉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9928 懷かしアナウンサー: 放送頭周進升 周世惠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269 聞一多的原始主義 林淑娟著 平裝 1

9789869234283 媒介現代: 冷戰中的臺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游勝冠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549 百歲評論家百歲思想家宋文明照遠的歷史哲學思想宋才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47 臺灣未來展望與樂活生活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3058 公司法 董謙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140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申論作答秘技 李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249 社會研究法(含社會工作研究方法)(主題式混合題庫)陳遠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327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主題式混合題庫張庭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409 財政學申論題庫Q&A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447 初等歷屆主題式經濟學測驗題庫Q&A 許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546 會計學(概要): 記帳士 陳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553 會計學(概要): 初等考試 陳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560 會計學(概要): 銀行考試 陳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652 銀行考前攻略(會計、貨銀、票據法、銀行法) 陳龍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669 統計學單元式歷屆申論試題解析 吳迪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683 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申論&測驗題庫解析 劉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690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審計學 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706 火災學題庫 程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744 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里山生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男子製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宋氏照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每日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9789864723768 憲法(含概要)秒速記憶. 106版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782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106版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799 政治學秒速記憶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836 架構式刑法申論攻略題庫 周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898 鐵路運輸學(含大意)申論&測驗題庫 劉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283685 運輸學(含大意)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320 初等行政學(概要)大意. 107版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37 初等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107版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44 初等國文測驗: 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107版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51 初等行政學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 107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75 初等破解公民. 107版 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82 初等交通行政(大意)3Point. 107版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399 初等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107版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01 初等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原住民族發展史). 107版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18 初等土地行政大意3Point. 107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25 初等土地法(概要)大意3Point. 107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32 初等法學大意. 107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49 初等法學大意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題庫. 107版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56 初等法學大意. 107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63 初等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07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2887 運輸學大意(含精選暨歷屆試題解析). 107版 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7400 公民(含法律常識). 107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7431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吳俊, 吳江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3745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107版郵局考試 吳俊, 吳江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37493 各國人事制度 張秉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528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含法律常識). 107版鐵路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542 中華郵政外勤人員考前速成(國文、郵政法、交通安全常識、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06版金庸, 林敏玄, 林必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559 中華郵政內勤人員考前速成. 106版 金庸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566 國文(測驗&閱讀測驗) 卓村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580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106版 林必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597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王毅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6402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王毅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6426 郵政三法(大意)三合一 顏台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6433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Q歷屆試題解析吳江林, 吳俊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6464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 蘇允成, 蘇仁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6471 企業管理 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6488 企業管理 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3905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雙Q歷屆試題解析 吳江林, 吳俊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3943 管理學&經濟學 王毅,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3974 捷運法規及常識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398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817 步步蛙很愛跳 林小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824 步步和小蛙 林小杯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831 活著 谷川俊太郎詩; 岡本義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893 你在想什麼? 勞倫.莫雷(Laurent Moreau)文.圖; 尉遲秀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步步



9789869433709 騎著恐龍上學去 劉思源文; 林小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3716 胡蘿蔔忍者忍忍 古屋薰文.圖;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3723 九色鹿 林秀穗文, 廖健宏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183 人體修鍊科學. 三部曲 謝繡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44183 人體修鍊科學. 三部曲 謝繡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4195 打造美好居家空間: 素材x巧思 創造新的居家氛圍李廣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4218 週休二日居家設計: 生活x創意 打造獨一無二的居家風格李廣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75515 名人命詮評註. 第二輯 陳易庵原著; 徐宇辳評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8275522 子平命理入門 徐宇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275539 子平命理經驗 徐樂吾原著; 徐宇辳增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7270 未分蜜糖(黑糖)研究文集 張忠正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970 三十七菩提分基本概論: 佛陀聖傳經-雜阿含經綜論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7987 四正斷.四神足禪修法要: 三十七道品精進神足菩提分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07994 雜阿含經入門綱要表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489003 雜阿含經法義表: 修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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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2073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一). 106年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080 新知研討會肉土雞營養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6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310 小妹禪: 閒餘禪話 任小子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728 佛教學生論文. 第十集 釋宏觀, 釋忠定, 釋會忍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辰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我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宋林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良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妙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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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法實修促進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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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10915 荒地之花: 三一一地震災區的九個風俗女子 小野一光著; 李舜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4900 職人手技: 疊刷x斑駁x褪色.仿舊塗裝改造術 NOTEWORK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917 光影x留白: 居家空間設計美學 主婦の友社授權;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924 HENNA手繪召喚幸福的圖騰 陳曉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931 好吃不發胖低卡甜點: 47道低脂食譜大公開 茨木くみ子著;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4948 職人級法式水果甜點經典食譜 田中真理著; 丁廣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4955 花.鳥.四季彩繪童話森林 しもかわらゆみ著; 張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962 夢想漫步彩繪童話鎮商店街 井田千秋著; 張淑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979 一刀入魂.鏤空紙雕の立體美雕塑: 以線條&色彩建構出令人目眩的紙藝術世界濱直史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4986 地表最強整理術!理想生活的收納&整理守則 朝日新聞出版授權;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08 一個模具作40款百變磅蛋糕 津田陽子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15 最簡單の空間布置剪紙吊飾: 生日party.主題空間.創意贈禮いろけん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929 先秦儒家武德思想: 四書的概念與實踐 康經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3936 海洋經貿變遷 張永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3943 管理功能與運用: 兼論中國式管理 張永昇著 其他 2

9789869383950 Excel函數與邏輯的應用技巧 胡靖著 其他 第1冊 2

9789868650329 金融法: 個案探討 陳國義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8650329 金融法: 個案探討 陳國義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938 聖靈論 約翰.歐文(John Owen)作; 何馬可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6687945 復興真偽辨 約拿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著; 趙中輝翻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6687952 神與人同住: 擴張伊甸園直到地極 畢爾(G. K. Beale), 金恩(Mitchell Kim)著; 郭熙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969 信仰的基石: 新造的人 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 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林千俐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409 怪獸家族的傳家「怪」寶典 許素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113 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 羅華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68 兩岸社會趨勢大預測,下一個三十年 歐崇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75 劉鳳苞與王先謙治<>研究 楊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82 中國現代詩歌欣賞 李怡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7199 教你讀唐代傳奇: 集異記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02 茶日子: 品嚐95則生活中的好茶時光 鐘友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19 金代中期詞研究: 國朝文人之情感意涵及創作心態陶子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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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宏冠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育英智



9789869468626 善用語言元素及知識,英文學習快N倍 黃淑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33 詩役: 一九五0、六0年代台灣軍旅詩歌空間書寫劉志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33 詩役: 一九五0、六0年代台灣軍旅詩歌空間書寫劉志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40 俄語能力檢定「詞彙與語法」解析(初級A1+基礎級A2) 　張慶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57 遠方有大事發生: 先峰詩歌的地方性與江湖 霍俊明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3951 偷懶學 洪樹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19 人生襤褸 塞普.艾默拉甫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33 用iClone&互動式虛擬實境打造3D動畫世界 樂祖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40 獨心功夫: 讀懂古典詩人的生命故事 羅秀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64 北方的白樺樹 汪應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71 幸運草之歌 雲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71 幸運草之歌 雲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88 父母等恩: <>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 蕭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95 慾之華 阜京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01 福昭創業記(復刻典藏本): 一位正藍旗筆下的滿清建國大業穆儒丐原著 一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264118 福昭創業記(復刻典藏本): 一位正藍旗筆下的滿清建國大業穆儒丐原著 一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3264125 坦途: 喬木、張曉明散文選 喬木, 張曉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32 浮塵戀影: 獻給年輕世代的執拗低語 王幼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49 泰雅記憶: 比令‧亞布紀錄片中的原住民影像 鄭勝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56 保證 Promise．Promesa: 陳秀珍漢英西三語詩集陳秀珍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70 閱讀渡也 黎活仁總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87 南方之星: 鍾雲如漢英雙語詩集 鍾雲如著; 孔維仁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94 存在或不存在: 李魁賢漢英雙語詩集 李魁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17 一個律師的文字戰場 江秀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24 夢遊幻境: 我的隱形花園 陳威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31 吶喊前後: 後現代詩選集 碧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55 學者之城 金絲眼鏡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62 無意象之城 蘇紹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79 抒情的彼方 邱振瑞著 一版 平裝 4

9789863264279 抒情的彼方 邱振瑞著 一版 平裝 -3

9789863264286 八十文存: 大時代中的史家與史學 陳三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47 孤寂的名字 曹文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2129 緣生妙有 隨緣自在: 吳卿雕刻藝術 吳卿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21 優秀是在0歲玩出來的: 把握大腦最速成長期,陪0歲兒玩出好腦力!徐允熙, 金珠英, 朴鍾宇作;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334 在清真寺尋找,在十架下尋見 納比.庫雷希(Nabeel Qureshi)著; 張明敏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341 敬那些痛著的心: 蘇絢慧的暖心放映時光 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358 三個朋友的人生智慧大哉問: 僧侶、醫師與哲學家的對談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hard), 亞力山大.喬連安(Alexandre Jollien), 克里斯多福.安得烈(Christophe Andre)合著; 邱瑞鑾譯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6

吳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9789861372365 現代草民哲學讀本: 日常隨時烙哲學,用思考通樂人生沃草烙哲學作者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372 讓孩子成長的阿德勒名言 岸見一郎作;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529 佛子之省思: 真假開悟之簡易辨正法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23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正禮老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83 金浩得: 山.渺遠 金浩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8970 王潤華現代華文文學觀的論述與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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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5412 程式創作家. A冊 貝登堡講師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5429 程式創作家. B冊 貝登堡講師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272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羅孫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89 基礎化學B(乙版) 王怡群, 江芸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296 野外求生 許智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8302 基礎生物B(乙版) 范智鈞, 劉安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484 理解核心字源 王復國, David Katz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4491 得心應手寫英文: 迎戰高分寫作 文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491 得心應手寫英文: 迎戰高分寫作 文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508 壓力與情緒管理 簡宏江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539 環境與生活 平裝 2

9789865911546 科技與人生 平裝 2

9789865911553 藝術與生活 楊佳蓉[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登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貝殼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貝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育達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5243 記帳士考前攻略(五合一)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6015250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1330 玩旅店 李凌萱等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247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王祥穎等作; 楊志遠主編 平裝 1

9789865931247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王祥穎等作; 楊志遠主編 平裝 1

9789865931247 博雅與融通: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王祥穎等作; 楊志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267 圖說簡明潘醫師健康經穴指壓操 潘隆森編著 增修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0061 靜坐: 轉化心能量之旅 本參編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223 曹力畫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790 完美西餐醬料理: 1種主菜x3種醬汁=150種星級美味何行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813 好好照顧你的肝 莊雅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199820 健康蔬菜湯 陳富春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332 豬仔人生 邱德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349 喝醉酒的哲學家 鄭燕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9712 居士學佛手冊 惠空法師著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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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鳳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擘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沁德居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嶾山房



9789869339803 熾火無寂: 楊國賓柴燒陶作集. 2016 楊國賓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307 從零開始學溫敷: 紅豆暖暖包: 體弱人自療力激增,體健人儲備抗病力蔡仁妤, 艾利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568 戀情臺東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466 遜媽咪交換日記: 一樣的育兒關卡,不一樣的思考林蔚昀,諶淑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9473 農村,你好嗎?: 寫在農村的24則鄉野求生筆記 李慧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705 種樹的詩人: 吳晟的呼喚,和你預約一片綠蔭,一座未來森林吳晟口述.詩文創作; 鄒欣寧採寫; 唐炘炘資料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712 古巴精神!一千一百萬人的奇蹟,與逆風而行的勇氣陳蕙芳(芳子)文字.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047 無形商品行銷: 探討消費者對保險行銷人員的認知王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418 Happy to English book Bill Kuo作; Jenny Chiu繪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3425 Happy to English book Bill Kuo作; Jenny Chiu繪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3432 Happy to Chinese Book Author Bill Kuo; Illustrator Jenny Chiu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3449 Happy to Chinese Book Author Bill Kuo; Illustrator Jenny Chiu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3456 Happy to Chinese Book Author Bill Kuo; Illustrator Jenny Chiu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3463 Happy to Chinese Book Author Bill Kuo; Illustrator Jenny Chiu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401 亞洲藝術 高木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425 公案禪語 吳怡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708 Proceeding of abstracts and papers of the 17th Asia Pacific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conference. 2016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104 莊修創作集 鄭光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阜士特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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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京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工業工程與管理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3594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3631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3662 用道具開外掛的奴隸後宮建國記 貓又ぬこ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679 怪物x少女 淺倉イネ作; 王惠琮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3686 染江山 SISIMO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3693 染江山 SISIMO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63709 相愛相殺 會者定離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3716 異世界家族漂流記: 神祕島嶼的愛爾莎 松智洋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723 戰鬥醫師: 野口英雄 草木うしみつ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730 魔界貴族的暑期生活 哀川讓作; 蔡孟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747 贅婿. 壹, 江寧晨風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754 贅婿. 貳, 暗戰之池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761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63778 六花的勇者archive 山形石雄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785 在異世界擔任體能訓練師 わかつきひかる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792 染江山 SISIMO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3815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3822 贅婿. 參, 一刀傾城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839 贅婿. 肆, 十步一算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808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8, 於是我們等候明天到來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846 迷宮都市的古董商店 大場鳩太郎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3853 殺戮兔女郎 江波光則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860 絕深海的索拉里斯 らきるち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877 轉生魔王的異世界悠閒生活: 歡迎前來魔王村! なめこ印作; akira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884 白蝶記: 如何才能脫離煉獄,怎麼讓妳重拾笑容 るーすぼーい作; 王啟華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891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63907 今天城區依舊滿是魔法案件 井上悠宇作; 李惠芬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914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3921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翻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3938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3945 贅婿. 伍, 煢煢白鷺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952 贅婿. 陸, 龍蛇起陸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969 魔王懸疑推理劇場: 美女勇者遇害的真相 丹羽春信作; 林其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3976 歡迎來到異世界圖書館 三萩せんや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983 100圓商店職員穿梭異世界的結果 宮元戰車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3990 就算只是虛情假御也沒關係. 1 渡辺恒彥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64003 超!異世界班級!!第一堂 空埜一樹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010 贅婿. 捌, 血火刀槍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027 贅婿. 貳之壹, 梁山好漢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034 贅婿. 貳之貳, 京華煙雲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041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64058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065 因為被捲入賭命遊戲,所以順勢把討厭的人殺了中田かなた作; 葉廷昭翻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072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外傳, 劍姬神聖譚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64089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9, 身處於此的當下,迎向遠方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096 我的復仇將打倒所有女主角! 八薙玉造作; 張凱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64102 要聽爸爸的話!after 松智洋作; 李殷廷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119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64126 贅婿. 柒, 大城小事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140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短篇集 長月達平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157 公主騎士征服戰爭 深見真作;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164 有如保鑣的她口中所說的被虐生活日記 望月充っ作; Nanase Tsa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171 吾輩是歐克。: 女騎士還沒出現。 內田俊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188 英雄失格. 2, 果然,我還是要滅了世界 更伊俊介作; 卒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218 拂曉惡棍 聖邪交鋒 地本草子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144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6 王精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144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6 王精行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894 風物在手 吳宗陵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988 神州悲歌. 上, 天堂之路 蔣繼先作 平裝 1

9789869173995 神州悲歌. 中, 衛星璀璨 蔣繼先作 平裝 1

9789869373906 神州悲歌. 下, 廬山風雲 蔣繼先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297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4冊 1

9789869350129 Howdy student book. 1 Sarah Gowen et al.[作] 平裝 1

9789869350143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5冊 1

978986935015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6冊 1

9789869350181 文化與全球化的交響樂章.C 黃宣穎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0198 Turning the world Maosung Lin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64904 Turning the world Maosung Lin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64911 Turning the world Maosung Lin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364928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7冊 1

9789869364935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8冊 1

9789869364942 Howdy student book. 2 Sarah Gowen et al.[作] 平裝 1

9789869364959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9冊 1

9789869364966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0冊 1

978986936498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1冊 1

9789869364973 Howady kids student book. 1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46341 統測高頻率字彙書 陳建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0118 第一法則. 二部曲, 絞刑之前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omble)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125 第一法則. 首部曲, 劍刃自身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omble)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0149 第一法則. 終部曲, 最後手段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omble)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0495 戰龍旅. 2; 暴風騎手 瑪格麗特.魏絲, 勞勃.奎姆斯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601 戰龍旅. 3: 第七印記 瑪格麗特.魏絲, 勞勃.奎姆斯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618 蜚滋與弄臣. 2, 弄臣遠征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07618 蜚滋與弄臣. 2, 弄臣遠征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07625 蜚滋與弄臣. 2, 弄臣遠征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5

拓方印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6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空中美語文教



9789869407625 蜚滋與弄臣. 2, 弄臣遠征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07649 末日之旅. 3, 鏡之城 加斯汀.柯羅寧(Justin Cornin)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07656 末日之旅. 3, 鏡之城 加斯汀.柯羅寧(Justin Cornin)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07670 灰燼餘火 莎芭.塔伊兒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694 星際異攻隊2電影官方特典 漫威作; 法蘭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908 灰燼餘火. 2, 血夜 莎芭.塔伊兒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915 都市傳說. 第二部. 2, 被詛咒的廣告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922 暢銷奇幻大師的英雄寫作指導課 布蘭登.山德森, 葛蘭.庫克, 歐森.史考特.卡德等作; 傑森.M.華茲編; 林威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939 沉默的情人 拉斐爾.蒙特斯(Raphael Montes)著; 聞若婷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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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7917 賈語錄 張慧男編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517 國際華文設計海報邀請展暨亞洲華彩海報巡迴展優秀設計作品集.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23136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323143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3323181 通靈童子(完全版) 武井宏之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373315 我老婆是學生會長! 中田ゆみ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6170 白晝的流星 山森三香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7153 穿女裝彈吉他的我差點露餡 真西まり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7487 戰車美少女 片山誠原作; 吠士隆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7654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方郁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9009 不良刑事 寄田美幸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2045 銃夢LAST ORDER(新裝版)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52052 銃夢LAST ORDER(新裝版)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52649 帝都☆男孩 宮城理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554 花咲小姐求職日記 小野田真央作; 花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4742 三角窗外是黑夜 山下朋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6500 蜜園男子 兄崎遊南作; 張惠真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771 親愛的兄弟們 円城寺真紀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9303 8♀1♂8女1男 咲香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59945 臏: 孫子異傳 星野浩字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820369 姊姊的妄想日記 田口健二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1588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2912 終點unknown 杉浦志保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2967 SE系統工程師 此ノ木世知留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牛頓藝術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方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7

明天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9789863823186 狼口 久慈光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3384 RACK 第13科的殘酷器械 荊木吠人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4725 紅殼的潘朵拉 士郎正宗原案; 六道神士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6385 七龍珠彩色漫畫. 弗力札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6439 七龍珠彩色漫畫. 人造人.賽魯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6491 七龍珠彩色漫畫. 魔人普烏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6675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8266 DOLLS FALL虐殺人形 祁答院慎原作; 三色網戶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8273 DOLLS FALL虐殺人形 祁答院慎原作; 三色網戶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8990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829157 河神的新娘 尹美庚作; 林建豪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829164 河神的新娘 尹美庚作; 林建豪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829546 La Stravaganze: 異彩之姬 冨明仁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9645 麻醉科醫生 なかお白亜, 松本克平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9737 天體戰士 くぼたまこと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829898 孔雀王RISING 荻野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9904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1385 動感假面 アクション仮面プ口ジェクト故事; 西脇だっと漫畫; 蔡夢芳譯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1682 世界征服: 謀略之星 hunting cap brothers原作; 鈴木マナシ漫畫;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859 朋友遊戲 山口ミコト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634 火之丸相撲 川田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4010 闇都市傳說 亞月亮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4621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4782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314812 朋友遊戲 山口ミコト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6007 夜森之國的索拉妮 はりかも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083 I Love You Baby愛你,寶貝 小森蜜子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151 家有女友 流石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6236 Complex Age二次元情節 佐久間結衣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6311 霧雨飄零之森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366 VS亞森羅蘋 モーリスルブラン原作; 齊藤千穗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632 SSS! やまだ有見原作; hatsuko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6960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317196 妖力女神 六道神士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7288 LOVE SO LIFE溫馨的愛 Kaede Kouchi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317301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317479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7523 MONTAGE三億元事件奇譚 渡辺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317530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317721 格差天堂 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752 現代魔女圖鑑 伊咲ウタ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783 戀愛☆SLG 高津ケイタ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7905 今天開始當小學女生P! 牛乳乃澪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929 圈外公主 逢田夏波原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001 透明少年.城 金城宗幸原作; 芥瀨良せら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018 透明少年.城 金城宗幸原作; 芥瀨良せら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8155 小偷與深夜的陷阱 ゆちゃ原作; 幸路漫畫; 韓珮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827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 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8896 Anne-Happy 琴慈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077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319725 大江戶妖怪瓦版 香月日輪原作; 高橋愛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732 大江戶妖怪瓦版 香月日輪原作; 高橋愛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9848 雷姆爾羅斯的魔女 霜月はるか, 日山尚原作; 神江ちず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319879 未來快遞: 小艾西莫夫與綠色的遺忘物 深山フギン漫畫; 大塩哲史腳本;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930 菜乃花的男朋友 桃森三好x鉄骨SARO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340 拳鬥之陸 松原利光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0432 深夜的X儀典 山口ミコト原作; 馬鈴薯漫畫;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593 影子籃球員 TV動畫版角色書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0708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0838 我不受歡迎,怎麼想都是你們的錯! 谷川二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1330 今天開始扮爸爸 白梅Nazuna作; asada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347 今天開始扮爸爸 白梅Nazuna作; asada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2580 動感假面 アクション仮面プ口ジェクト故事; 西脇だっと漫畫; 蔡夢芳譯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3402 BB.HELL罪人削減計畫 渡玲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426 BB.HELL罪人削減計畫 渡玲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3709 星塵墜落 小嶋ララ子作; 光依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3716 星塵墜落 小嶋ララ子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747 三神老師的戀愛法門 相川裕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884 架刑的愛麗絲 由貴香織里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4003 新假面騎士SPIRITS 村枝賢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4256 我叫青山月子! 湯木乃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270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829 惡夢Funk 竹村洋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850 魔物學園!: 愈挫愈勇的狼少女 春原Robinson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260 我想被高中女生殺死 古屋兎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5321 常盤來也!! 松江名俊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5352 誰是魔王? 吉原由起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868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875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5550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4格同人合集 オ力ヤド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734 腐蘭西日記 ヤス, 大清水さ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819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深山和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26441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6458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6502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519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6762 來自魔界: 再臨 光原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946 迷宮羅曼史 藍川沙季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011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27448 姊姊比一比 東雲太郎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615 紅眼機甲兵 神堂潤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27882 攻殼機動隊ARISE: 不眠之眼的男人Sleepless Eye大山夕クミ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8148 魔界公主 瀨尾公治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8490 真空包裝! 橫槍メン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599 幽靈女友和能看見鬼的我 南国ばなな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8810 木嶋同學的熱情款待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628834 見習女神噗嚕噗嚕夏露姆普通版 ジコウリユウ原作; キダ二工ル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008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29114 妖怪手錶: 心跳緊張 喵不可言的日子 森智夏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138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9183 盾之勇者成名錄 藍屋球作; アネユユサギ原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9459 獵犬小八 上田敦夫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29787 腐男子的漫畫之道 夢唄よつば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035 我對我的無知一無所知 百乃モト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233 尋找屍體 村瀬克俊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0264 禁止更進一步 和泉美緒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271 禁止更進一步 和泉美緒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301 星上同學有點怪 アサダニシキASADA NIKKI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325 剎那的塗鴉 木乃ひのき作; Shio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332 剎那的塗鴉 木乃ひのき作;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479 嘉神的式神 岩代俊明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608 詛咒之家的新嫁娘 葵蜜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4700639 做得真是太好了。 佐藤ZAKURI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721 凸凹動畫 五十嵐正邦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820 愛情幻影 深月花香作; 柯明鈺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051956 七龍珠SD オオイシナホ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1056227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雅樹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1060163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1079066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1093734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樫木祐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2666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chany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41621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馮鈺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23778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373391 保鑣X寶貝 円城寺真紀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80488 魔彈之王與戰姬(漫畫版)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謝怡苓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80495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483021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83120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黃士則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485650 宇智波佐助的寫輪眼傳 平健史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86046 甜蜜關係 柚谷晴日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0882 Spirit circle: 魂環 水上悟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0929 戀愛與謊言 Musawo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0936 戀愛與謊言 Musawo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943 戀愛與謊言 Musawo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1766 王子有一天也會... 葛井美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1889 Blue Moon, Blue-between the sheets- 橋本あおい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1926 地獄的閰羅 島田千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046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183 虛構推理 片瀨茶柴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36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暁なつめ原作; 渡真仁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466 戰國一統記 宮下英樹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02633 女神異聞錄Q迷宮闇影Side:P3 ATLUS原作; 飛田漱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640 女神異聞錄Q迷宮闇影Side:P3 ATLUS原作; 飛田漱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657 女神異聞錄Q迷宮闇影Side:P4 ATLUS原作; MIZUNOMOTO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688 等待花開時 日高ショーコ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695 等待花開時 日高ショーコ作; 光依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701 等待花開時 日高ショーコ作; 光依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2718 等待花開時 日高ショーコ作; 光依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2725 隱藏心意也太無聊 不破慎理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2756 午夜0時的吻 MIKIMOTO凛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763 午夜0時的吻 MIKIMOTO凛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787 我的上司 田島美美作; 澤野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824 上班族金太郎五十歲 本宮宏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831 上班族金太郎五十歲 本宮宏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909 鄰居今天吃什麼呢? 藤塚雪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2923 漫步奇妙世界 PEACH-PIT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258 排球風雲: 約定的球衣 大島司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296 驚叫神社 維邪之托刀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3302 驚叫神社 維邪之托刀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326 棋盤上的北極星 若松卓宏漫畫;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876 鬼塚老師的開發手冊 果桃なばこ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704033 LET'S!排球少年!? レシ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132 即使這樣我也喜歡你 徐譽庭原作; 絵本奈央漫畫; 翁蛉玲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4323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04491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漫畫版) 健速原作; 有池智実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514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4637 如你所願 加東セツ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4682 再一次愛上你 秋月ルコ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4705 舔舔系男子 楢崎壮太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4729 狼與狐狸 春野アヒ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4743 影子籃球員EXTRA GAME. 前篇 藤卷忠俊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4750 影子籃球員EXTRA GAME. 後篇 藤卷忠俊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4767 婚約生 岩千夏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4903 立花館戀愛三角關係 merryhachi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009 新娘特別班 千明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054 天澤同學與神七小姐 すたひろ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4705092 榛名同學的7個哥哥 缶爪さ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115 花魁地獄 幸路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122 花魁地獄 幸路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160 這世界有錢就是任性 麻々原绘里依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5177 從雨中走來 小笠原宇紀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5184 炸彈天堂 鹿乃しう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5252 白金終局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764 今晚月色迷人,你就去死吧 要マジュロ, 榊原宗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795 獄都事變 あおのなち, リンネ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900 水手服王牌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006 毫不猶豫的純情 みろくこと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6020 永夜的盡頭 山田口ツク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706037 多年後再次愛上你 宮沢ゆ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6105 攻心唯上Act. 1, 調戲是戀愛的開始 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4706129 七龍珠 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167 弁天ROCK YOU。 渡会けいじ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198 in JACK out 虛擬遊戲 山田南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266 木根小姐1個人看電影 浅井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280 基度山恩仇記 森山絵凪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864706297 裙裝男孩 篠原知宏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310 怪人幼稚園 新貝田 鉄也郎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334 動畫師! 花村ヤソ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6587 寄宿學校的茱麗葉 金田陽介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600 別看太郎這樣,他果然意外的XXX喔。 市川聖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706648 米羅高中美術社 裘伊[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730 流星花園Next Season 神尾葉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6808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6822 K-Lost Small World 壁井有可子(GoRA)原作; 大喜多夜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907 銃夢火星戰記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921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7003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7232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許晉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539 哥哥的朋友 赤瓦裳留夢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560 靈裝戰士 田中靖規漫畫; CAPCOM監修.協力;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645 明天的3600秒 紺野理沙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669 前男友←RETRY 華谷艷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720 偵探少女有紗事件簿 來自溝口的愛 東川篤哉原作; ゆきなつ作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768 若林同學不讓大叔睡 音井れこ丸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836 件的詛咒 渡边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843 件的詛咒 渡边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867 兩好三壞 高畑弓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874 兩好三壞 高畑弓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904 欲鬼 色原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935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柚木N'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7942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柚木N'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980 鬱鬱不樂 妖怪夫君 車谷晴子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8024 義呆利原作導讀: WW1的義呆利 日丸屋秀和監修.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062 護身符同學 tacocasi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8079 I HATE ナツメ力ズキ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8093 喜歡上那個沒用的傢伙 間宮法子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708147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1

9789864708161 絡新婦之理 志水アキ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178 絡新婦之理 志水アキ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8192 RAISIN NOIR: 紅色純情、白色熱情 かんべあきら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708208 很久以前就認識你了 夜月ジン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8222 戀愛的七彩變化!? 山野で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8246 陷阱中的野獸們 深海ひさと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8277 戀愛、毛球與鄰居 須坂紫那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8338 戀愛魔藥 カキネ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8345 不善表白的王子殿下 志 々藤から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8376 神木兄弟別過來 恩田柚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406 裝乖的貓戶同學 真昼てく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8468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8475 白金終局 大場鵣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8482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8482 宇宙警察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8543 便當與加瀨同學 高嶋ひろみ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8550 草莓蛋糕與加瀨同學 高嶋ひろみ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708574 攻殼機動隊ARISE: 不眠之眼的男人Sleepless Eye大山夕クミ漫畫; 藤咲淳一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8659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8666 TSUBASA翼: WoRLD CHRoNiCLE. 夢幻之島篇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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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08857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8864 豔漢 尚月地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9069 魔學霸王與科法鎗姬 きなこもちづき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083 異世界超商繁盛記 新木伸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212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09380 粗點心戰爭公式漫迷手冊: 和小螢小姐一起玩吧!琴山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9397 進擊的巨人: 公式塗鴉本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709410 我愛你,請看著我。 石川依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9434 泥中之蓮 ためこう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9458 談一場改變明天的戀愛 八川キュウ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9472 敵不過老師啊。 鳥文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9502 我開始在GAYBAR打工了。 結城ア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9533 Happiness 押見修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564 全部成為F: THE PERFECT INSIDER 森博嗣原作; 霜月灰吏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571 全部成為F: THE PERFECT INSIDER 森博嗣原作; 霜月灰吏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588 哨響青空 桃栗蜜柑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618 噬暗巫女 丈山雄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632 充電完畢!!家電娘 根志氣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656 2x2雙子x雙子 介錯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670 外之國的少女 なが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694 執業魔女Pico Pico 致怡+Zei+作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9724 遊戲. 3, 人娘 涼川りん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779 千早同學這樣就好 くずしろ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793 大正處女御伽話 桐丘さな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816 歡迎光臨鹿高競舞社 橫田卓馬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878 摸索吧!社團物語外傳和噗嚕噗嚕夏露姆一起玩吧キダニエル, マルイノ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709885 NEO寄生獸f 岩明均等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709892 伯爵大人最愛甜蜜的夜晚 福島春佳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922 黑豹與16歲 鳥海佩卓作; aitsa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953 你可以待在我身邊 小鳩めばる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709977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comic 伊童作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984 今晚也留宿吧! 松吉アコ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0115 魔導少女們 真島浩原作; BOKU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146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20153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20160 亞人醬有話要說 ペ卜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214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0238 漫畫心療系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20283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0337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0627 配角X3 宇文風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641 我是有人養的貓 蜂不二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0733 尼采大師: 領悟世代新人降臨便利店 松駒原作; ハシモト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0740 暗殺教室插畫漫迷手冊: 畢業紀念冊的一課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20757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795 FAIRY TAIL魔導少年外傳 真島匕口原作; 芝野鄉太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801 FAIRY TAIL魔導少年外傳 真島匕口原作; 芝野鄉太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849 春的詛咒 小西明日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863 異世界藥局 高山理図作; 張以潤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870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黃筱涵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900 封劍靈域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917 愛上最差勁的你! 紫曜日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931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0993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006 學年第一的千金大小姐在1年內成績大幅下滑變成辣妹あさのハジメ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082 碧藍的荷魯斯之眼: 男裝女王物語 犬童千繪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105 PYGMALION: 皮格馬利翁 渡邊千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129 最強監察醫 rechi, ムネヤマヨシ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143 少年x少女小說家男子高校生的秘密 木与瀨ゆら, 高里椎奈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174 鼻血少女熱戀中 茅な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1181 小智是女孩啦! 柳田史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211 春&夏推理事件簿 ぶーた, 初野晴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235 這樣的魔術社你相信嗎? 文月ふうろ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259 學長,請讓我嚐一口吧! 水安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273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原作; 常深アオサ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327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1365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21372 偽戀 古味直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21389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21402 魔法甜點師小咲!! 古味直志原作;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433 xxxHOLiC. 戾 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457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1501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21518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21525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1532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21549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21594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21624 妖怪連絡簿 綠川幸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1662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747 那一天豹變的死黨向我告白了。 杉原マチコ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21778 吃下媚藥的哥哥,盯上了我的屁股!? えい吉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21839 春情盪漾的保育園 ジヤガー芋子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21846 再一次說HELLO 市川けい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1938 第一女盜 一世風流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945 網遊也可以這麼仙 貓邏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1976 惡魔醫生24小時監禁中 紫曜日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990 沒路用的魔獸鍊磨師 見波タクミ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027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5, 淫獄之宴 望公太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822034 境界迷宮與異界魔術師 小野崎えいじ作; Y.S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058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2072 如果折斷她的旗. 15, 我有點累了......就讓我睡到下次暑假吧......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22133 戰華舞姬. 壹, 戰華公主不容受辱 岸根紅華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822157 精靈幻想記. 2, 精靈的祝福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822270 心跳特區: 秘.蜜 宮崎摩耶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2416 甜心寶貝 暮田マキネ作; aitsae譯 平裝 1

9789864822478 和神明的戀愛決定一切 下條水月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22485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492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539 K: 倒數 GoRA..GoHands原作; 黑榮唯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553 K: 綠之夢 GoRA..GoHands原作; 黑榮唯漫畫; Shion譯 平裝 1

9789864822560 復讐的未亡人 黑澤R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22621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638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720 跪下來求我脫啊 五条宇留乃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22751 盲目的純情 川瀨綾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822874 Sunrise!日出時間 藤生奈微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822935 完美男友 河原和音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959 琴逢對手88 川崎宙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973 輝夜姬想要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000 春風之雪女 沙村廣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23017 女騎士、變成會計了。 Rootport原作; 三ツ矢彰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055 第3的基甸 乃木坂太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130 失物旅館 穗積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161 瑠璃龍守護錄: 新娘大人的命令必須遵守!? キリシマソウ原著; 田島キり著;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215 新娘與除魔騎士 石原ケイコ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260 從早安到晚安 唐沢千晶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23277 狼王子說了算 上森優, ももしろ作; 吳美嬅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307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23321 工作細胞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3369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23406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23420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3475 白金終局 大場鵣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3482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24991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25004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23536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23543 特務同盟 飄緹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4823550 無氣力英雄譚 津田徬徨作; 露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567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23574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2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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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864823611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3673 誤會是戀愛的種子 おわ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3772 INFERNO地獄 高殿円原作; RURU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796 香味的繼承 中村明日美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23802 香味的繼承 中村明日美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23819 穿著制服的那一天 中村明日美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3826 攻心唯上Act. 2慾望是霸氣的執著 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4823833 4 cours after四季之後 水沢夢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840 逆轉召喚: 全校被召喚到連隱藏設定我都瞭若指掌的異世界三河ごーすと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857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筱涵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3888 軍師無所不知 タン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3895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黃筱涵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3918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3925 禁愛妄想症候群 Hibiki-響[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932 劇漫塾: 看漫畫學習漫畫劇本與分鏡 林迺晴[作] 平裝 1

9789864824137 隱藏關卡 常勝[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4168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4199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24205 百寶藏妖譚 樊落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229 羅曼魔界行. 3, 相守與相望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824236 Debug筆電的使用手冊外傳小說: 山櫻樹下的幻想奇譚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4824243 十字架x王之證. 7, 女王的領域 三田誠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824267 NO GAME NO LIFE遊戲人生. 9, 聽說遊戲玩家兄妹要休息一回合櫌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824281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Another Mission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824298 不可靠的億萬男 克本累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24335 祭品公主與獸之王 友藤結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359 物魂: 明治不可視議物語 塩島れい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824366 送行者 大谷紀子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380 我和妳的重要對話 Robico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472 女王陛下的補給線 力ワグチ夕ケシ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557 誓約最前線 鈴木鈴原作; 佐藤ミト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571 灌籃少年OVER TIME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601 灌籃少年OVER TIME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588 進擊的巨人LOST GIRLS 諫山創原作; 不二涼介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595 進擊的巨人LOST GIRLS 諫山創原作; 不二涼介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809 誰跟你魔法少女,我是OOXX 希萌創意原作; 楊基政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816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4823 火人FEUERWEHR 羊寧欣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908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24915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24922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4939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24960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24977 美食獵人 TORIKO 島袋光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24984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25011 月薪嬌妻 海野綱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5011 月薪嬌妻 海野綱彌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5219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25226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25233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6冊 1

9789864825271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5288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25370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25387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25394 要聽神明的話. 貳 金城宗幸原作; 藤村緋二漫畫; 陳書萍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25400 妄想學生會 氏家卜全作; 鄭啟旭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25417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25424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5455 金田一少年之2天1夜小旅行 天樹征丸, 佐藤文也原作; 泡箱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5462 進擊的巨人: Before the fall 諫山創原作; 士貴智志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5479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5493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5516 流星花園Next Season 神尾葉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5530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25547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25578 精靈幻想記. 3, 訣別的鎮魂歌 北山結莉原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825585 千變萬化的交錯連鎖. 04, 不可侵世界的孤獨者刈野ミ力タ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825592 每個女孩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山本充実作; 楊詠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5608 格蘭斯坦迪亞皇國物語 內堀優一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5615 異世界魔物培育家: 帶著外掛悠哉養成中 柑橘ゆすら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5653 武道狂之詩 喬靖夫原著; 葉偉青編繪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25844 航海王劇場版小說ONE PIECE FILM GOLD 尾田榮一郎作; 浜崎達也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864825851 NARUTO火影忍者 木葉新傳 湯煙忍法帖 岸本斉史原作; ひなたしょう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5868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Kamukamu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5875 Realia 大地女神傳說. II, 假面皇子 雪乃紗衣作; 何力譯 平裝 1

9789864825882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 舞阪洸作; 蕪村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5899 如果折斷她的旗. 16, 一路好走吧,臨死前我會告訴你畢業典禮的事情竹井10日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25905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5912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魔法師 幼馴じみ作; 露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5929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25936 終極反英雄. 4, 終極個體 海空リく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825943 探索無限的彼方 二ツ樹五輪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5950 封神演戲 森田季節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5974 第一女盜 一世風流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5998 黑箱作業人 鈴木先生作 平裝 1

9789864826001 實境網遊(VRMMO)的課金無雙 鰤/牙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018 龍的飼養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6025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032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087 西遊筋: 唐山葬 OTOSAMA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117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成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209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216 我的怪物眷族 日暮眠都原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223 Fairy Tale 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6230 東京闇鴉. EX4, twelve shamans あざの耕平原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826247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254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鈴木大輔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261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6278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12, 黃昏的呼喚聲 柳実冬貴原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826285 魔王難為. lVvol. 01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826322 扉之魔術師的召喚契約V: 少年的壯烈之戰 空埜一樹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826339 火影忍者劇場版: 慕留人 岸本斉史, 小太刀右京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6346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353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筱涵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6360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何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6377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391 弒神英雄與七大誓約 ウメ種作; 顏雪雪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407 無屬性魔法的救世主 武藤健太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414 學年第一的千金大小姐在1年內成績大幅下滑變成辣妹あさのハジメ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582 VECTOR BALL向量球 雷句誠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629 劇場版小說 死亡筆記本: 決戰新世界 日下部匡俊作; 吳苾芬譯 平裝 1

9789864826919 人娃契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964 隱瞞之事 久米田康治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107 女王桃樂絲 雅紳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213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27299 Dr.PRISONER死囚醫生 上田敦夫, 石川小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497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565 妖怪學校的菜鳥老師 田中まい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633 今天的可魯貝洛斯 桜井亞都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763 高嶺之花快到我懷裡!! 夏目あやの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787 曾經、魔法少女和邪惡相互為敵。 藤原ここあ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8173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28241 第一女盜 一世風流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258 消滅魔王的龍騎士 鷹山誠一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8265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8272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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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82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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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828302 無法施展魔力的魔術師 高梨ひかる作; 林琬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8319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28326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8333 教你如何追男神 邊想作 平裝 1

9789864828340 在異世界成為神的我,長出了蹼 非瓴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8364 精靈幻想記. 4, 悠久的妳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828371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1: 他會把精靈族公主當成奴隸使喚,要她去支配世界。刈野ミ力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28388 天才程式少女: Hello World 仙波ユウスケ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8395 抽籤贏得大獎: 大開無雙後宮 三木なずな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8401 我的姊姊有中二病. 7, 地表最強弟弟vs.邪神!? 藤孝剛志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828418 沒路用的魔獸鍊磨師 見波タクミ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425 排球少年!!小說版!!. VII, 決戰之秋 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8449 異界軍師的救國奇譚 語部マサユキ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8456 魔劍軍師與虹之軍團 壱日千次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033 配角X3 宇文風[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9361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6集 1

9789864829378 終末的後宮 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392 Sinners罪魂使 鮭&鯊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620 火拳 藤本タツキ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668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449 必勝迷宮的經營方法 雪だるま作; 李杏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0692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0708 境界觸發者 葦原大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60715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60777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0814 (我的英雄學院 英雄白書). l, 1-A: 教學參觀 堀越耕平, 誉司アンリ作 ;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864860845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0852 QUALIDEA CODE心靈代碼 渡航(Speakeasy)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040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1057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61064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1088 忍者與龍究竟誰比較強? 伊達康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1095 魔學霸王與科法鎗姬 きなこもちづき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1101 我在週末與龍冒險 星見圭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357 小紅帽 貝森.伍文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364 我沒有要把你吃掉 亞當.雷哈普特(Adam Lehrhaupt)文; 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371 別吵醒貓熊 克里斯.歐文(Chris Owen)文; 克里斯.尼克森(Chris Nixon)圖; 黃又青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177 狂放思考學: 京都大學超人氣全球化講堂 山極壽一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03 一學就會!法國人氣甜鹹點&經典名菜: 70道法國媽媽家傳配方,餐桌必備家常好味道,人人在家也能輕鬆做法蘭西斯.馬耶斯(Francis Maes), 林鳳美著; 戴子維, 戴子寧繪圖二版 平裝 1

9789869368872 法國7大甜點師烘焙秘技全書: 180道經典創意甜點,殿堂級大師夢幻逸作+獨門技法,不藏私完全圖解親授Alain Ducasse著; 楊雯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8889 無印良品極簡生活提案 蜜雪兒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896 好設計!打動人心征服世界: 全方位了解產品設計的第一本書保羅.羅傑斯(Paul Rodgers), 亞歷斯.彌爾頓(Alex Milton)著; 楊久穎譯二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4630 楊家秘傳太極拳圖解. 二, 使用法 王延年編著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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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40460 專業級嬰兒保養品D.I.Y 薄懷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484 我在博愛的日子: 急診經營管理、教育訓練及因應評鑑參考書胡勝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491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國考分科詳解: 內科. 2017游思紜, 沈淑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507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國考分科詳解: 外科. 2017林怡岑, 郭綵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514 胸腔及心臟外科歷屆試題 陳益祥, 李章銘, 虞希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521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國考分科詳解: 通論. 2017劉勺碧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313 光年詩刊. Vol.2: 初見 紀姵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東吳光年現代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延年商號

送存種數共計：526

送存冊數共計：565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283 學用連結為核心之運動防護課群教學實務與專業推廣成果陳雅琳著 平裝 1

9789869164290 從高齡化社會之國人健康需求出發-運動健康促進教學實務與應用成果: 以運動健康促進課群教學與社區運動保健班推廣應用為例陳麗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9258 E通高中數學講義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59265 e通瞄準大學學測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9272 e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四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59289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59296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281805 e通高中數學講義(數甲、數乙合訂本). 下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1812 e通高中數學講義(升高一銜接課程教材) 林廷熹, 林廷樂, 蘇良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1829 解析數學: 近18年歷屆學科能力測驗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836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中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1843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81850 e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三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81867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下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81874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81881 e通瞄準大學學測. 2017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898 e通瞄準大學學測. 2018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404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9411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438 庚載: 長庚大學社團史 羅卡達山地醫療工作隊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421 人文席珍: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八輯 林美清主編 平裝 2

9789869201421 人文席珍: 長庚大學文化講座. 第八輯 林美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374 優駿 宮本輝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30381 優駿 宮本輝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30398 優駿 宮本輝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88320 男朋友們 千早茜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337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 林依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88344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 林依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8351 東京白日夢女 東村明子著; Gozira, 林依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8368 果斷: 隱蔽搜查2 今野敏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375 隱蔽搜查 今野敏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382 月光之東 宮本輝著; 陳蕙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8399 邂逅: 警視廳失蹤課.高城賢吾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907 神田魂: 日本料理精髓的思考 神田裕行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長庚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廷數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408 楚國飲食與服飾研究 姚偉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39 楚國法律制度研究 陳紹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53 楚國封君研究 鄭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77 楚國交通研究 劉玉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91 楚國農業及社會研究 程濤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521 獨龍江文化史綱: 俅人及其鄰族的社會變遷研究張勁夫, 羅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0538 獨龍江文化史綱: 俅人及其鄰族的社會變遷研究張勁夫, 羅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60545 滇藏瀾滄江谷地的教派衝突 王曉, 高薇茗, 魏樂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569 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 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堅贊才旦, 許韶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0552 碧羅雪山兩麓人民的生計模式 李何春, 李亞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1696 碧羅雪山兩麓人民的生計模式 李何春, 李亞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60583 青藏高原東部的喪葬制度研究 葉遠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1672 青藏高原東部的喪葬制度研究 葉遠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60590 整體稀缺與文化適應: 三岩的帕措、紅教和民俗許韶明, 何國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1610 整體稀缺與文化適應: 三岩的帕措、紅教和民俗許韶明, 何國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61603 婦女何在?三江併流諸峽谷區的性别政治 王天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1689 婦女何在?三江併流諸峽谷區的性别政治 王天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61627 閩臺神靈與社會 林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634 漢晉孔氏家學與「偽書」公案制度 黃懷信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641 民生.文化.區域.制度: 多角度透視中國社會經濟史陳衍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658 明清閩南宗族意識的建構與強化 陳啟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665 人群.聚落.地域社會: 中古南方史地初探索 魯西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105 一口氣讀懂史記故事 劉曼麗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129 一口氣讀懂史記故事 劉曼麗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1112 一口氣讀懂史記故事 劉曼麗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491136 一口氣讀完百部中國名著 李志敏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143 一口氣讀完百部中國名著 李志敏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1150 名人與漢字故事 趙雪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167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帶你讀作文. 卷一 李震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181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帶你讀作文. 卷一 李震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1716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教你寫作文. 卷一 王素敏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754 國學大師的心靈雞湯 聶小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761 曾國藩的智慧 高蹤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785 你所不知道的蘇東坡 劉敬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792 你所不知道的蘇東坡 劉敬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408 邊玩邊學習的人體百科: 這是什麼呢? 孫承輝作; 黃譯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415 48週考生滿分食譜 金志玹作;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491 給寶寶的第一本書. 01, 謝謝 茱麗葉.帕拉奇尼.丹妮作;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3204 給寶寶的第一本書. 02, 你好 茱麗葉.帕拉奇尼.丹妮作;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2 1

9789869363211 給寶寶的第一本書. 03, 顏色 茱麗葉.帕拉奇尼.丹妮作;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3228 給寶寶的第一本書. 04, 四季 茱麗葉.帕拉奇尼.丹妮作; 徐也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3297 說給寶寶聽的床邊故事 班內狄克.卡彭內, 吉斯蘭.碧雍蒂, 戴樂菲.波郎作; 艾琳.蕾斯可, 侯沙朗.波內, 葛辰.馮斯繪; 李虹慧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363259 說給寶寶聽的床邊故事 班內狄克.卡彭內, 吉斯蘭.碧雍蒂, 戴樂菲.波郎作; 艾琳.蕾斯可, 侯沙朗.波內, 葛辰.馮斯繪; 李虹慧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363266 說給寶寶聽的床邊故事 班內狄克.卡彭內, 吉斯蘭.碧雍蒂, 戴樂菲.波郎作; 艾琳.蕾斯可, 侯沙朗.波內, 葛辰.馮斯繪; 李虹慧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363273 說給寶寶聽的床邊故事 班內狄克.卡彭內, 吉斯蘭.碧雍蒂, 戴樂菲.波郎作; 艾琳.蕾斯可, 侯沙朗.波內, 葛辰.馮斯繪; 李虹慧譯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9363280 說給寶寶聽的床邊故事 班內狄克.卡彭內, 吉斯蘭.碧雍蒂, 戴樂菲.波郎作; 艾琳.蕾斯可, 侯沙朗.波內, 葛辰.馮斯繪; 李虹慧譯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9379137 10個動物冒險繪本故事 瑪莉.特奈列等作; 徐也恬譯 初版 平裝 1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5

東雨文化



9789869379168 尾木媽媽,請教教我!. 2, 該怎麼辦?社群網站帶來的煩惱尾木直樹作繪;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9175 魔法氣泡. 2, 美夢可以成真!? 芳野詩子作; こめ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182 奇妙的種子 許麗萍文; 劉曉娣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9199 小心!大野狼 許麗萍文; 彭綉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7001 阿飛的日行一善 許麗萍文; 杜冠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7018 浣熊餐廳 許麗萍文; 劉麗月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7025 顛覆童話. 7, 野獸竟然不愛美女?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032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世界誕生篇 孫慧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049 用繪本說經典童話 茱莉葉.芭拉綺妮-德妮等人改寫; 索菲.勒帛, 艾蜜莉亞.玖芭克插畫; 徐也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7056 希臘羅馬神話. 諸神的日常篇 孫慧伶作.繪;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063 10個機智公主繪本故事 茱麗葉.索瑪德等作; 艾曼紐.皮歐莉等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070 生物及棲息地系列: 兩棲類動物 Grace Jones作; 羅秀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7087 生物及棲息地系列: 爬蟲類動物 Grace Jones作; 羅秀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7094 生物及棲息地系列: 哺乳類動物 Grace Jones作; 羅秀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0401 生物及棲息地系列: 魚類 Grace Jones作; 羅秀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0418 生物及棲息地系列: 鳥類 Grace Jones作; 羅秀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0425 生物及棲息地系列套書 Grace Jones作; 羅秀純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30456 時間女神的神奇魔法 安晝安子作.繪;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0463 魔法氣泡. 3, 席格的秘密 芳野詩子作; こめ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487 顛覆童話. 8, 青蛙壞王子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MIKI繪;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494 尾木媽媽, 請教教我. 3: 成癮STOP!社群網站的聰明使用法尾木直樹作繪;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5009 尾木媽媽,請教教我! 尾木直樹作; 堯合, 胡慧文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45023 魔法公主. 15, 最初的冒險 成田覺子著; 千野枝長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681 來學日本語: 作文練習帳. 初中級 日本語教育教材開發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698 日本統治期、臺灣原住民の人格養成に対する臺灣総督府の策略陳淑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704 日語50音練習冊 大葉大學應用日語系刊行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711 大學日本語基礎 小俣喜久雄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20728 速成五十音: 從發音至簡單會話 黃兆銘, 黃菲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323 野作The ink of wild 早稻創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401 亞東技術學院多元升等研討會. 2016 亞東技術學院著 平裝 1

9789869386425 多元升等教學實務暨產學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105學年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418 從問題導向學習到翻轉教室之創新教學: 性別議題: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劉明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069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工法篇凃明哲等作 三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果室內裝修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奇果文創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東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5

尚昂文化



9789869225076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工法篇凃明哲等作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225083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法規篇凃明哲等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66 紅樓醉墨: 南師校友十二人書法展作品集 明宗書法藝術館編輯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6625 金門高粱酒鑒賞年鑑. 二 車正國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971 金剛變: 劉柏村的雕塑. 1997-2015 劉俊蘭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3058 大鬧天宮 王日清文字改寫; 太陽娃娃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02 爺爺的不可思議動物園 西岡Riki文圖; 張東君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26 這是一本有顏色的書 夢乃娜.卡丁作; 羅莎娜.伐利亞繪; 嚴淑女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40 一起去散步! 五味太郎文圖; 莫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57 一起去玩耍! 五味太郎文圖; 莫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88 阿菲,快一點! 安娜.沃克文圖; 周婉湘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195 電梯來了,請上樓 長谷川義史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63 你為什麼不開花? 凱特琳娜.瑪庫洛娃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70 是誰要開車呢? 雷歐.提姆文圖;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576 系統化專利迴避強化與再生 許棟樑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877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當智能車遇上智慧行動裝置: 快樂學習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5884 模式、理論及系統在地理學的分析與應用 張政亮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803 2015金門太武山海印寺暨東南佛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楊天厚, 林麗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952 幸福原力: 原住民教育回顧 林慧君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8922952 幸福原力: 原住民教育回顧 林慧君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8922952 幸福原力: 原住民教育回顧 林慧君總編輯 再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酒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縣太武山海印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科大



9789868922952 幸福原力: 原住民教育回顧 林慧君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9819 讀故事學地理風水 林進來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99826 學八字,這本最好懂 筠綠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26 真心服務.用心學習: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成果輯. 104學年度張少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044 左、右 葉安德文.圖 精裝 1

9789869318082 米米不想畫畫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其他 1

9789869318099 南瓜湯 海倫.庫柏文.圖 四版 精裝 1

9789869439206 阿迪和朱莉 陳致元文.圖 其他 1

9789869439213 永遠愛你 羅伯特.曼斯基(Robert Munsch)文; 陳致元圖; 林芳萍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4761 蜂王純精 後藤克夫著; 李金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133 瓜拿納與老人痴呆症: 能夠有效預防阿茲海默型癡呆症、腦血管障礙癡呆症!並能增強腦活力!山口博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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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50513 法救思想探微 釋悟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50520 佛教養生學 釋性廣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50537 浩蕩赴前程: 昭慧法師訪談錄 釋昭慧, 侯坤宏, 卓遵宏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6783 蘭開富貴 玉人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790 蘭開富貴 玉人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6806 船娘好威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813 船娘好威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820 船娘好威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837 船娘好威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844 船娘好威 翦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6851 賢妻不簡單 簡尋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868 賢妻不簡單 簡尋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875 賢妻不簡單 簡尋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6882 娘子押對寶 新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899 娘子押對寶 新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6905 貴妻拐進門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6912 貴妻拐進門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6929 貴妻拐進門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學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屋



9789863286936 貴妻拐進門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6943 冤家勾勾纏 紅葉飄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6950 冤家勾勾纏 紅葉飄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929 有人想自殺,就放他去菜市場 張佳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861 論語白話解選輯 宣化上人講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84324 Get Ready for GEPT(Intermediate Level) 1st ed. 其他 第6冊 1

9789574484331 Beyond magic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110 玄機元柔: 一個現代女子的練功之路 柯瓔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9127 問道 王玉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06 工程技術、管理科學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7黃仁清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226 汽車電子全圖解. 上, 系統篇 日本電裝汽車電子研究協會著; 張振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930 修心法語: 快樂良方八百則 釋法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4947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三冊 釋法音淺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906 晉其在我.策展人生: 個人品牌觀點之數位藝術概念創作研究劉晉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569 山海經密碼. 卷四, 渾沌風情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76 大秦帝國的那些事. 卷1, 春秋爭霸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勁門道家無極內功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8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音宣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星進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研發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致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220 藝術傳承 黃明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1220 藝術傳承 黃明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52 倪再沁藝術美學學術論壇: 文集暨研討彙編 李思賢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076 眾生非眾生 是名眾生 王怡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110 東海光、景: 李貞慧創作.個展 李貞慧編輯 平裝 1

9789869440127 行路: 李貞慧創作.個展 李貞慧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03 助人壯己: 東海關懷營服務學習紀念冊 白宇心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158 徐復觀教授年表初編 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723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785 學佛人的一天 智展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9384 循圓相續不斷的修行 阿姜查(Ajahn Chah)作; 法園編譯群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692 會計學概要: 重點提示與試題解析 黃美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6428777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關寶典 照服研究小組編著 四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7795 紀昀<>館 王鵬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809 乾隆上諭與<>編纂 黃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816 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 二 張智聖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868 原來愛讚美. 3, 魯凱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875 憨人醫生王金河 江淑文, 劉珊妏著; 查李布朗繪 精裝 1

9789867134882 大手牽小手,認識教會生活 李位鼎, 陳家琳文; 林育如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4899 聆聽我心: 基督徒靈修導引 劉錦昌著 平裝 1

9789867134905 原來愛讚美. 5, 阿美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912 原來愛讚美. 4, 排灣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134929 淰淰个愛: 客語詩文集 臺灣族群母語推進委員會著 其他 1

9789867134936 澎湖阿嬤白寶珠 周佩蓉作; 楊淑雅繪 精裝 1

9789867134943 原來愛讚美. 6, 泰雅爾族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821 劉雲生水彩之路: 創作經典及技法解析 曹家玥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9821 劉雲生水彩之路: 創作經典及技法解析 曹家玥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917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5924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11342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11335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11311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11328 九闕鳳華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19478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19447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19454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19461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52222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52239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52246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52253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52260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61217 天之驕女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1224 天之驕女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61231 天之驕女 夢溪石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65628 致燦爛的你 隨侯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635 星照不宣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65642 星照不宣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65659 星照不宣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65666 星照不宣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65697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阿特狄克瑞藝術服務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9789869408202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8295 啞舍 玄色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08264 啞舍 玄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8271 啞舍 玄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8288 啞舍 玄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8400 醫手遮香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8417 醫手遮香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8479 他來了,請閉眼. II, 暗粼 丁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08486 他來了,請閉眼. II, 暗粼 丁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08493 他來了,請閉眼. II, 暗粼 丁墨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48109 818那個開跑車卻下文包的土豪 白夜未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123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48116 誅砂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613 設計工學: 理性與感性的交融 吳昌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514664 精準形象地理學: 上天不語、象示吉凶 圖文並茂、立即驗證白閎材, 白昇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671 十八飛星紫微斗數密儀: 作者新洞見,斗數加入佛學,二者配合而得大智慧,所推論之命盤,可化解命理之死角.陳育傑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070 唯妖論: 臺灣神怪本事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301 你就是光: 脈輪禪繞的力量 李芯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318 靠!悲 楚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904 越南魂: 語言、文字與反霸權 蔣為文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402 Study fun Mandarin Technology & Film Co., Ltd., Dayi Software Corp.1st.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459419 Study fun Mandarin Technology & Film Co., Ltd., Dayi Software Corp.1st.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459426 Study Fun Mandarin Technology & Film Co., Ltd., Dayi Software Corp.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6153 喚醒你的數字腦: 訓練左右腦的25招神祕速算法孫皓誠著;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177 Access 2016程式設計: VBA、SQL、ADO、應用程式封裝/部署與系統開發實務位元文化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184 威力導演. 15: 數位影音玩樂高手 蔡德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207 Google輕鬆玩,漫步在雲端!一定要學會的Google應用密技200招黃建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214 看完再動手!這樣做審查資料就對了 曲慧娟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2246221 Word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門得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37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松崗資產管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4976 圖解建築構造 Francis D. K. Ching著; 林佳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24 圖解作曲.配樂 梅垣Luna著;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31 住宅改造: 增減改建、RC木造翻修x設計流程、公法手法全圖解田園都市建築家之會著; 朱炳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48 圖解新事業計畫書 井口嘉則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55 圖解經濟學 溫美珍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62 圖解第一次買對房子就上手 林姜文婷, 易博士編輯部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79 裝潢建材知識: 嚴選世界600種代表產品x從製造加工到應用工法全圖解通用技術調查室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86 圖解製作電吉他.貝斯 Leonardo Lospennato作; 劉方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193 Pattern Design圖解圖樣設計 藤田伸著; 朱炳樹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909 河流計畫. 2015-2016 吳尚霖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330 牛肉料理地圖 黃慶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347 泰國家常菜: 上班x上學x野餐的便當菜 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354 完美料理: 永續海鮮烹飪事典 王永賢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2361 家庭味祖傳烘焙: 極簡烘焙原則 李靜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378 漫步在清邁: Rachel的手繪日記 呂麗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385 客家好味: 傳承媽媽的好味道 彭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28 時尚新世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蛻變動態展實錄. 2017林勤敏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698 永續景觀與生態環境研討會論文集. 2017 莊財福, 張源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307 惡魔的吻痕 辛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14 寶貝炸婚頭 芯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21 天敵枕邊睡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38 養妳無限期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45 曖昧同居人 芯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52 他說我是毒蘋果 午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386 男人保健聖經 張衛東, 陶紅亮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明道大學時尚造形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景觀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阿斯匹靈計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塊文化



9789869322393 蝦紅素奇蹟: 你的健康密碼 王渝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04 我的凸肚不見了!: 植化素新飲食 林佳靜, 孫崇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220 Ekottarika-agama studies Analay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268 智慧100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442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 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邵佳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459 禪門驪珠集 聖嚴法師編集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466 壇經講記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473 怪力亂神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480 禪鑰 聖嚴法師講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497 Dirgha-agama studies Analay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503 菩薩行願: 觀音、地藏、普賢菩薩法門講記(大字版)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510 禪淨何爭?: 聖嚴法師的禪淨思想與體證 陳劍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5619 大圓滿耳傳金剛橋. 諸惡莫作篇 噶陀仁珍干寶.才旺諾布原著; 仁珍干寶.貝瑪旺晴講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563 吉隆坡馬來西亞旅人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587 上海地鐵: 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5879600 日本東北.信越自由旅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四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903 南沙太平島的美麗與哀愁 徐偉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007 幸福傳承: 學習上一代做人與做事的智慧!培養下一代快樂有自信的小孩!謝玉珠, 蔡巨鵬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63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畢業專刊. 第四屆 平裝 1

9789866358463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畢業專刊. 第四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70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17 林振榮等合著; 2017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組編著再版 平裝 2

9789866358470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會後論文集. 2017 林振榮等合著; 2017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組編著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東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法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航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國企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經創意幸福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94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十二屆陳璧清等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58494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十二屆陳璧清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433 做粄粿: 回味傳統炊蒸米食,新舊做法全部收錄 徐茂揮, 古麗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923 初信關鍵40天 林進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127 東京最強UNIQLO街頭魅力穿搭術 主婦之友社作; 白璧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1998 尼泊爾博拿大佛塔在臺灣 賴雲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4198 道德經的智慧與應用 空海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8100 道德經的智慧與應用 空海主講; 學員彙集整理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920 打造卓越企業: 建構健康.動態.領導的董事會 王淮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720 「文化古蹟導覽」課程教學實務成果 魏世賢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3417 新倫理.學習正確的做人道理 李聰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608 命定時刻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 珍妮佛.蜜斯克芙(Jennifer A. Miskov)著; 王建玫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53622 天國元素(學生版) 周巽光作 平裝 1

9789869453639 天國元素(教師版) 周巽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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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理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自然和諧生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瑪央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309 港都國際藝術博覽會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329316 ART TAICHUNG臺中藝術博覽會. 2016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329323 ART TAIPEI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6 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175 護心益智食譜: 地中海&得舒飲食 許碧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3682 台灣糖尿病足照護指引. 201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43699 臺灣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臨床指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9822 敏捷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 邁向敏捷成功之路. 2017許秀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4881 採購與供應專業術語彙編 許振邦作 增修訂八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201 反迫遷手冊 余宜家等編著; 台灣人權促進會, 台灣反迫遷連線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201 反迫遷手冊 余宜家等編著; 台灣人權促進會, 台灣反迫遷連線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808 實構築. 2016 吳光庭, 黃若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607 庶民的故事: 六堆耆老口述歷史 徐斐培等口述訪談.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304 建築園冶獎. 2017: 人本綠建築.環境永共生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513 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作品專輯. 2016年[社團法人桃園攝影學會]全體理監事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採購管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糖尿病衛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糖尿病學會

畫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建築經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人權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現代建築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995 故事ㄟ厝 劉啟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972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八 陳俊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220 再尋大肚溪 黃豐隆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8018 筆動奇蹟 繪出精采 江信行總編輯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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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8545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2016: 來自真實的故事 陳仕泓總編輯; 冉挹芬, 李品宜, 賴彥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902 紅球與白球的競技歲月 吳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508 ADHD家長教養手冊 王心怡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543 聖經: 新舊約全書(白話字版)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9448 心靈地圖: 我和我的相遇 蔡仁松, 李富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身障者槌球運動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牙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民臺語聖經協會



9789868985827 禪宗十牛圖解說 釋善祥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8985834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 殺戒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865 中級禪修五十三參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865 中級禪修五十三參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872 悟無生禪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872 悟無生禪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605 臺灣美術展. 2012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5612 臺灣美術展. 2013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5629 臺灣美術展. 2014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5636 臺灣美術展. 2015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5643 臺灣美術展. 2016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5650 臺灣美術展. 2017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7162 ICD-10-CM/PCS分類規則彙編 李逢君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419 大腦說: 性不性,有關係 喬.艾斯.麥克爾漢尼, 弗瑞坦.麥克凱席克.布希作; 蔡志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4426 我想要朋友!: 一個小公主的故事 東尼.羅斯(Tony Ross)文圖; 余治瑩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4433 獨角獸自以為很棒 鮑伯.席文圖; 洪季嬋, 周育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4440 英勇的娜丁 吉兒.艾絲朋文; 葛斯.高登圖; 林傅思, 葉嘉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4464 創造生命的彩虹: 走入生命教育 陳進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910 預鑄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 社團法人臺灣混凝土學會, 預鑄混凝土結構委員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9927 預鑄混凝土工程施工規範與解說 社團法人臺灣混凝土學會, 預鑄混凝土結構委員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946 臺灣攝護腺癌專家共識: 局部侵犯性攝護腺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272 La primera de las Llaves Maestras Manuel Arduino Pavón作 平裝 1

9789869191289 poemario del agua rachid lamart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107 小鰻大冒險: 日本鰻的生命旅程 黑木真理文; 須飼秀和圖; 張瑜庭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楓城泌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混凝土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318 TSIA美睫師專業技能檢定完全攻略 中華沙龍產業發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4714 老相機退役,仍在映照歷史: 留存影像,也見證歷史吳鋼著 平裝 1

9789863794721 健康廚房: 7日排毒餐x38道養生食譜 王楠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738 MAYA: 3D虛擬.卡漫建模 吳旻書、蔡佳君著 平裝 1

9789863794745 After Effects.Premiere Pro: 影片剪輯製作一次搞定梁家豪著 其他 1

9789863794752 時間說明書: 從本質到應用,最淺顯動人的時間科普李孝輝, 竇忠著 平裝 1

9789863794769 企業級服務導向架構應用SOA: Base on Apache CXF任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776 Windows Azure WebSites雲端運算平臺開發實戰解析趙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783 PcDuino權威開發指南 李瀟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790 黑色數據Linux KVM虛擬化架構Using oVirt 何坤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806 .NET Framework教戰手冊: 實戰Windows市集應用程式開發俞榕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813 大神降臨: Javascript前端大師養成祕笈 歐陽繼超著 平裝 1

9789863794820 大數據大時代: 新一代儲存技術及實作 查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837 大數據的下一步: 用Spark玩轉活用 夏俊鸞等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4844 高手昇級: 可完全技取代Java的Scala 周志湖, 牛亞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851 制服控必備!動漫少女服飾圖鑑 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868 抓住人生的震顫: 用鏡頭寫故事,捕捉看不到的深情宋剛明著 平裝 1

9789863794875 構圖X光源X女性視角: 透視專業女攝影師的拍照思維羅曉韻, 許稚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882 用3D打造MAYA.AE的視覺饗宴 蔡雅琦, 方宏彬著 其他 1

9789863794899 HTML5/CSS3/jQuery互動網頁設計誌 廣瞻互動媒體設計有限公司, 陳聖博著 平裝 1

9789863794905 饗設計: Photoshop CC平面廣告經典設計228例 傅小芳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4912 Photoshop+AE帶你進入影視包裝的世界 蔡雅琦, 蔡雅雯著 其他 1

9789863794929 3ds Max擬真實務精粹與VR環景設計 王迦湳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4936 一次搞定: 所有Python Web框架開發百科全書 劉長龍著 平裝 1

9789863794943 電腦、網路、手機之後?虛擬實境: 新世代運算平臺徐兆吉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4967 Unity實戰教學 張右緯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794974 醉一回,甘醇香: 經典葡萄酒品嘗,知酒、買酒、飲酒ASC精品酒業著 平裝 1

9789863794981 超進化!行動網路核心全面剖析 趙慧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4998 裝模做樣_真.文青的階梯: 書籍裝幀美學 善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001 智慧管道關鍵技術詳解 陳運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018 關鍵技術: CDN內容傳遞網路 梁潔, 陳戈, 莊一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025 Photoshop CC平面廣告精湛設計228例 李偉, 彭超, 吳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95049 嫩模私房美肌術: 瑜伽、經絡按摩、飲食,呵護你的肌膚雙福, 于曉寧著 平裝 1

9789863795056 跨平臺網頁設計與動畫製作開發實戰: HTML5、CSS、JavaScript、jQuery設計技法大公開李百鈞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063 Painter奇幻異想十戰電繪寶典 梁月, 黃俊傑等著 平裝 1

9789863795070 和大師一起動手: 撰寫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 鄭鋼著 平裝 1

9789863795087 前端開發的涅槃: React全面昇華你的FrontEnd境界陳屹著 平裝 1

9789863795094 大數據雲端應用Neutron:OpenStack網路技術 張華, 向輝, 劉艷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100 Swift-AR擴增實境與感應器開發 關東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117 Go at Google: Go語言實際上手 郝林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795117 Go at Google: Go語言實際上手 郝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124 Android之父: 安迪.魯賓: 地表唯一玩遍Microsoft、Apple和Google的男人!張樹聲, 陳斌, 朱國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131 這樣學動畫: 打造無窮運動美學 王育新, 許洁, 曾軍梅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148 這些設計那些創意 裴恩設計事務所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162 小玩具大智慧: 28個Maker大神的精彩實作範例無線電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179 韓國怎麼玩最行?: 行腳節目達人私藏,11條經典優質攻韓必遊路線王百萬著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9789863795186 ZBrush完全攻略: 雕刻極細緻3D模型 張金釗, 張金鏑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193 翻玩插畫世界: 25組前衛插畫家的經典作品 聶佑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209 創造MAYA 3D動畫x建模基礎門檻 吳旻書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5216 用媒體萌生影音特效剪輯創作的「故事」 李佳欣, 陳棖輝著 其他 1

9789863795223 完美家居室內設計: AutoCAD Perfect Design 林妍君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230 全能Android絕對正確培養聖經 顧浩鑫著 平裝 1

9789863795278 UI設計藝術: 翻轉iOS互動式介面 趙大羽, 關東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261 Cocos2d-x實際演練. JS篇 關東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247 Optical Transport Network-光傳輸網路 李允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285 廣告精算: 全面解析網際網路印鈔大法 劉鵬, 王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829 月慧菩薩慈訓: 十勸文 平裝 1

9789869319836 霖雨蒼生: 白水老人行誼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780 無論身處何處: 14位社工的社區工作態度 羅秀華, 沈曜逸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104 綠光奇石: 花蓮透光石畫物語 曾泰源著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761 一席 蘇華齡等撰文 初版10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809 生命教育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81816 生命教育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81823 品格教育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830 玩中學樂間習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847 家庭教育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854 綜合素養教育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601 浪漫淪陷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618 與魔為偶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82625 與魔為偶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82632 與魔為偶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82649 新娘報喜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656 當寡婦的古代日常. 上, 逼宮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663 當寡婦的古代日常. 下, 抗旨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670 二分之一的愛情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東瑩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緣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蓮玫瑰石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果樹



9789869382694 清風煙雨之盼君歸 梅貝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19 孤狼任務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著; 李琴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173 Grammar go go go elementary Edwar Hsieh等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9180 Grammar go go go elementary Edwar Hsieh等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9197 Grammar go go go elementary Edwar Hsieh等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89203 Grammar go go go intermediate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9210 Grammar go go go intermediate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9227 Grammar go go go intermediate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89234 My G-Book: character education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9241 My G-Book: character education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9258 My G-Book: character education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89265 My G-Book: character education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89272 Magic colors Emily Jones, Joyce Wang著 平裝 1

9789865889289 World tour: the adventures of Sean and Kiki Emily Jones, Joyce Wang著 平裝 1

9789865889296 The amazing race Edward Hsieh等著 其他 1

9789865889302 Forces and movement: my first science journal Emily Jones, Joyce Wang著 平裝 1

9789865889319 Recycled art Emily Jones, Joyce Wang著 平裝 1

9789865889326 Phono-zoo: student book Editorial department編 其他 1

9789865889364 My G-Book: character education(purple)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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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61432 專業泰語常用2000字: 法政、商用、生活 中泰-泰中雙向查詢洪銘謙作 平裝 1

9789868961432 專業泰語常用2000字: 法政、商用、生活 中泰-泰中雙向查詢洪銘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0857 UNDER HERO檯面下的英雄 高田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0895 春x清 尾崎晶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1038 初戀: Only Love 刑部真芯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045 這是故意,但可不是戀愛 淺野彩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175 孩童戰爭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1274 綁了那個女孩結果也愛上了她 久嘉明良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304 這樣的身體是誰造成的! 里央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403 我們墜入了禁忌之戀 岡田衣代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458 新.我的房間喵滿屋 TONO作; 張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472 瑪麗亞之城 上田倫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1489 天亮前的無數纏綿 夏多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502 式神男子 七尾美緒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1533 新娘冏很大 深海魚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557 櫻花紅茶王子 山田南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1588 孩童戰爭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7

和築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長頸鹿文化



9789864741793 優雅刑事 流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1670 男公關和男友以及戀愛中的我。 柚木微菜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700 托兒所歐巴! 上田倫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1977 才不喜歡你咧 花村一千花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72 婚禮狠危險 西城綾奶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189 他的初體驗 美櫻芹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257 官能小說的烈情 刑部真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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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42493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2646 早上醒來發現小夥伴變成美少女!? 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394 和社長那個啊♡: 8%的背德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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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42462 理想的誘惑 斑目ヒロ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479 微甜關係 綺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509 付喪神物語 神奈木智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516 被哥哥溺愛得好困擾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523 傾聽我的心 雞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530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42547 朋友以上親吻未達 島袋裕美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554 春x清 尾崎晶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2561 小紅帽再也逃不了!? 花之都咲來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578 新裝版高校男子: BOYS 花衣沙久羅原作; 桃栗蜜柑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592 制服上的香草之吻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2608 他是我的命運之男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615 蒼龍的僕人 千歲四季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622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2639 黑貓男友的溢愛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653 喵色可餐 千流著; 佩喵繪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660 孩童戰爭SP特別篇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684 如果我說喜歡妳,妳會是什麼表情呢?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691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2714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738 TERRA FORMARS火星任務外傳鬼塚慶次 貴佳悠, 橘賢一原作; ののやまさき漫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745 半田君 ヨシノサシ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752 和社長那個啊♡: 9毫米前的惡魔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769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 小椋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776 修女和吸血鬼 暁作; MAR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783 小雪會墮入地獄嗎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2790 穴居正妹艾蜜莉 佐藤ざくり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806 中島萌嗨全世界!! 池山田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813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42820 戀愛、妖怪與學生會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2837 早上醒來發現小夥伴變成美少女 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844 魔王大人不要鬧 清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851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868 同學萌萌噠CHU 丹卷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875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星森雪最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2882 天與你在一起。 星森雪最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2899 Hunky.Dory-嗯-哼 渡邊加奈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905 空的成分 桃栗蜜柑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912 楓之颱風 桃栗蜜柑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998 謎樣的茱麗葉 上田倫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929 謎樣的茱麗葉 上田倫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936 Q(異種少女) 四平龍也作; 貓頭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2943 放學後、換上圍裙。 真村澪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950 罪X罰: 夜晚秘事 心步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967 這個月的汪星人 遠藤淑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2974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嵐! 上栖綴人原作; 木曾ミヒ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2981 餅巢菓在叫我 石出電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001 注定遇見外星人 三千琉璃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3018 魔王大人不要鬧 清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3025 同學萌萌噠CHU 丹卷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032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049 聲戀: 我的全領域本命 桑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056 新婚初夜和你的謊言 金澤舞衣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4743056 新婚初夜和你的謊言 金澤舞衣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063 凡赫辛: Darkness Blood 河田雄志原作; 行徒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070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嵐! 上栖綴人原作; 木曾ミヒロ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087 櫻花紅茶王子 山田南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3094 不要...不要...你好詐。 夏多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00 牙醫達令 未散苑緒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124 我心中的他 兄崎遊南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17 永遠的六花 小泉蓮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131 餘音愛盪漾 加賀八娘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48 人家不想只當青梅竹馬啦 町田紫織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155 極速之星 葉那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79 邪神的新娘 冬織透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62 鎌倉除憶屋闇繪卷 赤石路代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86 我的輪迴 嶋木明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193 幸福物語 步田川和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209 王爺,來一碗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216 色男: 十人十色 田村由美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223 12歲。: 謠言 米田菜穗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3230 那時候, 你哭了 藤原佳子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247 小鳥[ ]家族: 黑手黨的主人 餅兔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017 為了特別的你 許育榮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6031 書畫拍賣大典. 2017 姚水, 魏麗萍, 朱曼華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048 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大典. 2017 朱曼華, 魏麗萍, 姚水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055 小象會記住 安紐許卡.拉維許安卡(Anushka Ravishankar)作; 克里斯汀安娜.皮柏(Christiane Pieper)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6079 印象.左岸: 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圖錄 Xavier Rey作 平裝 1

9789869406086 印象.左岸: 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展導覽手冊 鄭治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346 用書擦屁股的豬 崔銀玉文; 吳政澤圖; [林靜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5353 雙倍的祝福 馬維欣文; 安娜蘿拉.康多妮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5377 你想變成什麼呢? 金順漢文; 金仁敬圖; 張琪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5384 影子是我的好朋友 朴貞宣文; 李秀智圖; 張琪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5391 我現在沒空! 海倫娜.卡拉杰克(Helena Kraljic)文; 美亞.路比(Maja Lubi)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5604 我也可以當公主嗎? 布莉姬特.敏娜(Brigitte Minne)文; 梅洛爾.艾克曼(Merel Eyckeman)圖; 杜子倩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8

送存冊數共計：99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123 慧燈中學創校二十周年紀念專刊 吳松溪總編輯 精裝 3

9789869109123 慧燈中學創校二十周年紀念專刊 吳松溪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009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17 林素如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74009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17 林素如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092 宜蘭縣美術學會會員美展作品集. 2016 鄒森均, 鐘銘誠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4526 宜蘭縣藝術學會會員年鑑.2017 蔡佳君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07612 Gui Gu Zi Heart Dharma in Taiwan Yang House Feng Shui LecturesGrand Master Hunyuan Chanshi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5913 不純的閱讀: 跨界讀寫新時代 宋怡慧, 黃琇苓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434305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四冊 林能士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1954 鑽石切割師: 一個凡夫俗子的悟境之旅 麥克.費屈曼(Michael Fischman)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2480 7天狂甩9公斤!全美第一健身女王教你打造最高效率的燃脂環境吉莉安.麥可斯(Jillian Michaels)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2497 缺碘大危機: 如果你經常手腳冰冷、體重減不掉、腦袋混沌無法思考,那你就要小心了!琳恩.法洛(Lynne Farrow)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200 為什麼他們擁有億萬財富而你卻沒有? 湯馬斯.史丹利(Thomas J. Stanley)著; 潘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217 大師風水: 住對房子,富貴一輩子 哇!那麼多真實成功的故事吳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224 生酮治病飲食全書: 酮體自救飲食者最真實的成功告白吉米.摩爾(Jimmy Moore), 艾瑞克.魏斯特曼(Eric C. Westman)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231 恐怖的自體免疫疾病療癒聖經: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也得了這種病莎拉.巴倫汀(Sarah Ballanty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248 當媽媽不必完美: 不一樣的德式教育 林家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955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王柯著 增訂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962 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廖敏淑著 再版 平裝 2

9789866475979 蔣中正與中日開戰(1935-1938): 國民政府之外交準備與策略運用李君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5986 國史館現藏重要檔案文物史料概述 國史館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宜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美術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縣慧燈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柿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394 教宗愛上推特說: 改變世界,從停止冷漠開始 麥可.歐洛夫林(Michael J. O'Loughlin)著; 常祈天, 陳思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444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22: 送給寶貝的童用包x手作精品潮男包x趣味造型布雜貨Cotton Life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51 袋你輕鬆打版。快樂作包 淩婉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68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23: 好用萬能媽媽包x迎接幸福彌月禮x暖暖保溫袋Cotton Life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75 徐老師的花葉寫意刺繡 徐淑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482 Ama's手縫童話鄉村娃娃 Ama country doll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0089 退魔錄. 混世篇. 卷三, 雲外天 李愚赫著; 薛舟, 徐麗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331 刺青殺人 高木彬光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0782 插上!死亡旗 七尾与史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173 闇夜狼影 安卓瑞.克萊茱(Andrea Cremer)著;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562 極北 馬賽爾.泰魯(Marcel Theroux)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746 風一吹桶店生意興隆 井上夢人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6814 惡靈地下道 Div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029 耶誕節的四人 井上夢人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159 確證 今野敏作;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27 K.O.人生 東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241 跟蹤 克萊兒.肯德爾(Claire Kendal)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33 為歐文.米尼祈禱 約翰.厄文作; 麥倩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40 THE TEAM 井上夢人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57 蘭亭序密碼 唐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64 夜不語詭秘檔案. 706: 罪惡郵輪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71 夏普崩壞 是誰摧毀了名門企業? 日本經濟新聞社作; 劉昭滌, 許明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88 東宮 匪我思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01 桃花劫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25 喜歡的直線距離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49 億男 川村元氣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56 死者: 死亡,是重生的開端. 彼得.詹姆斯作; 李麗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63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1: 碟仙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70 免責聲明 芮妮.奈特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87 戀人未滿 袁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94 在我們忘記之前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500 殺手世界 孤泣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7517 少女天師. 3, 冰屍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524 願我的世界總有你的二分之一 苑子文, 苑子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548 蓋普眼中的世界 約翰.厄文作; 張定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555 殺手獵人 星爵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7562 惡黨 藥丸岳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579 暗夜遊戲 克莉絲蒂.多赫提作; 趙丕慧譯 平裝 1

9789865607586 夜不語詭秘檔案. 801: 黑色陰風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593 黃泉委託人: 紅靈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09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川村元氣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07616 陰界黑幫 Div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8

星火文化



9789865607623 APPER人性遊戲 孤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30 惡童書: 青蛙王子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47 新罕布夏旅館 約翰.厄文作; 徐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54 失控 薇兒.麥克德米(Val McDermid)著; 牛世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61 為何一流的人不會有壓力: 名醫發現的年收千萬法則西脇俊二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92 冷酷的代課老師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08 黃泉委託人: 地獄行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15 虛夢 藥丸岳作;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39 禁忌: 敲門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53 我的幻想朋友 馬修.迪克斯作; 薛慧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60 1222 安娜.侯特作; 郭貞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77 別叫我公主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84 死命 哈利.杜蘭作; 郭貞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791 怪物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07 安眠書店 卡洛琳.凱普尼斯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14 小小夜曲 伊坂幸太郎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38 追蹤SPOOR 狄昂.梅爾作;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45 夜不語詭秘檔案. 802: 八角風鈴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52 惡童書: 灰姑娘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69 退魔錄. 混世篇. 卷四, 洪水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76 退魔錄. 混世篇. 卷五, 道古爾的祕密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83 退魔錄. 混世篇. 卷六, 日月星辰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890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07920 少女天師. 4, 月下流星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937 招租中,戀愛請進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944 黃泉委託人: 陰鬼師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951 惡童書: 藍鬍子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968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7975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4444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4451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7982 暗夜遊戲. II, 遺產 克莉絲蒂.多赫提作; 趙丕慧譯 平裝 1

9789869394406 異人館畫廊: 失竊畫作與解謎少女 谷瑞惠作; 唯川聿譯 平裝 1

9789869394413 闇夜狼影. 2, 抉擇 安卓瑞.克萊茉作;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437 璇璣圖密碼 唐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468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2: 木偶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475 退魔錄. 末世篇. 卷一, 召喚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4482 退魔錄. 末世篇. 卷二, 末世之兆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11 花開之時,請留步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28 死者 No.I9 貝琳達.鮑兒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42 山女日記 湊佳苗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73 黃泉委託人: 科西嘉鬼豪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80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 七月隆文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97 擁抱,或是飯上撒點鹽 江國香織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04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3: 陰靈蘋果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11 退魔錄. 末世篇. 卷三, 七塊黏土板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28 殺手,勢如破竹的勇氣 九把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35 長恨歌密碼 唐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42 目擊者 林伍德.巴克萊作; 李麗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59 失信招領處 湯姆.溫特作; 莊瑩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66 禁忌錄: 電梯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73 異人館畫廊: 贗品師與虛幻畫作 谷瑞惠作; 唯川聿譯 平裝 1

9789869428880 少女天師. 5, 黑夜決鬥者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897 APPER. 2: 人性遊戲 孤泣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44972 APPER. 2: 人性遊戲 孤泣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44903 殺手獵人 星爵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4910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4492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4: 腳朝門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934 消滅所有死亡跡象的神秘藝術 查理.赫斯頓作; 侯嘉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958 探長索恩 貪睡鬼 馬克.畢林漢作; 吳宗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965 如果再傻一點,問題就能解決了 山名裕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989 探長索恩 膽小鬼 馬克.畢林漢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717 漢娜的遺言 傑伊.艾夏(Jay Asher)著; 陳宗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2724 喝眼淚的鳥. I: 摘除心臟的那迦 李榮道作; 王中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793 報案者 : 0 萊恩.大衛.揚恩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204 王海峰教授作品集 王海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007 股票期貨技術大新解 蘇輝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852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全八卷 附地圖集) 參謀本部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87890 中國藝術史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著; 曾堉, 王寶連編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012 燦爛傳思 張志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0029 九天九夜 楊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050 擁抱之書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作; 葉朱臻臻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067 我們明天再說話 馬尼尼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074 八月欲望 王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081 活著為了見證 野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719 愛上烏克麗麗. 1,基礎入門篇 呂苑菁編 其他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92658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 王金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943 考前衝刺電機電子群專業總複習測驗卷. 一 林懷民, 林志昌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2197950 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溫日川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7974 考前衝刺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專業總複習測驗卷. 二林源富, 葉水福, 陳詩正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2198568 丙級化學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鎵鋅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2198728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命題焦點 汪永文, 劉啟欣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苑文國際音樂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101

南方生活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天股票期貨研究工作室



9789572199077 升科大四技: 資電類歷屆試題解析 黃慶璋, 何政翰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219938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機械群專一、專二奪分王陳重銘, 洪兆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034 CO2半自動電銲檢定 全華理工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0041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實戰秘笈 黃煌嘉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640058 考前30天電子學總複習 林懷民, 林志昌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126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 圖研社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140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增光工作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157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楊正祥, 葉見成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164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171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黃如逵, 周振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188 丙級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黃如逵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195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640201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伶, 郭雪萍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40218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其他 1

9789864640225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全) 楊盛松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0249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256 升科大四技: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高敏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263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270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陳興財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40287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講義 陳冠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0294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呂景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317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王金松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40324 升科大四技: 電工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吳海瑞, 林智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331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0348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總複習講義 葉輪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640355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大躍進 林益瑋, 劉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0362 升科大四技: 製圖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379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 彭建熾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386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王千億, 王俊傑, 李德福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0393 升科大四技: 機械類計算題型All ln One 林益瑋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409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0416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滿分學習講義 張國彬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0423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430 升科大四技: 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447 升科大四技: 應用力學總複習講義 鍾義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461 升科大四技: 土木建築群測量實習總複習 劉育良, 郭耀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478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40508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 劉子靖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40515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EZ GO 楊雅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0539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奪分王林高永, 葉華淼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546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洪兆亮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0553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附學科測驗卷)黃如逵, 周振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0560 丙級室內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洪寶玩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584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增光工作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0591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手冊(附學科測驗卷)王金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0607 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溫日川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614 可程式控制快速入門篇(含丙級機電整合術科解析)林文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621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亞瓦特工作室, 顧哲綸, 鍾育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645 丙級電器修護學術科分章題庫解析 陳煥卿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652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講義EZ GO 智酷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4640669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 華成工作室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640676 丙級機器腳踏車術科題庫解析(含學科試題) 林士敦, 何昭慶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683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過94狂 楊弘意, 林益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0690 丙級用電設備檢驗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黃如逵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0706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 圖研社編著 八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3192 青春嶺: 藝術新星. 2017 李宜霈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613 人文藝術學院研究生論文集. 201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002 旗開得勝國中數學段考題庫講義. 四 張信堂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019 國中數學一回一重點. 4, 幾何基礎篇 劉博義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1026 旗開得勝國中數學段考題庫講義. 二 張信堂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644 十二星座: 行星與星座互動的生命密碼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651 十二宮位: 生命格局的十二個舞台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668 成功做自己: 太陽、木星、土星相位中的生命之旅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9167 青少年阻力訓練 王淑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392 人間潮音: 太虛大師傳 陳永革作 平裝 1

9789869273602 鐵肩辣手: 邵飄萍傳 郭汾陽作 平裝 1

9789869273619 五四健將: 羅家倫傳 陳明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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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22948 上班族山崎茂 田中光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48 上班族山崎茂 田中光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86 不讀名校,人生更好: 求學態度、選擇專業,對孩子的未來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法蘭克.布魯尼(Frank Bruni)著; 張嫣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86 不讀名校,人生更好: 求學態度、選擇專業,對孩子的未來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法蘭克.布魯尼(Frank Bruni)著; 張嫣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2993 遺落之子. 輯一: 荒蕪烈焰 凌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01 財經占星全書: 華文第一本從占星角度解讀與分析世界經濟、金融狀況的占星經典作品魯道夫, 馮少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18 兔丸的慵懶日常 sakumaru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25 冷情浪子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32 危險紳士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科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1

科元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804 恐怖行動: 一齣劇本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作; 薛文瑜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856 清藏住持時代推理: 當和尚買了髮簪 唐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9863 發條紙鳶: 臺灣校際推理社團聯盟徵文獎傑作選臺灣校際推理社團聯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9870 戀愛.我好魯 綸尚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9887 J字的謎團 亞斯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9894 思念未歸 凝微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9021 不過如此 田家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335 以色侍君 落下風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342 以色侍君 落下風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359 金玉王朝. 七, 淬鏡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373 金玉王朝. 七, 淬鏡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366 金玉王朝. 七, 淬鏡 風弄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9380 浪蕩歪傳. 八, 進擊的鳳凰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397 浪蕩歪傳. 九, 燃燒吧火鳥!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10 騙你就有鬼了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27 玫瑰夫人 涼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34 愛欲之間 蒟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41 假想婚姻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458 假想婚姻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465 愛你就有鬼了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72 兩重天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489 兩重天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502 劇本 千十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976 就算被討厭,也要勇敢說NO! 風動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205 小小鳥兒要學飛 Xavier Deneux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212 潛能開發找一找. 1, 恐龍時代冒險 橡木出版策劃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229 潛能開發找一找. 2, 經典童話故事 橡木出版策劃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267 出發!環遊臺灣大探險 陳思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298 童話繪本躲貓貓(中英對照) Jacky Goupil等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57309 跟著香蕉老師上學去 得田之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16 跟著香蕉老師大探險 得田之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23 跟著香蕉老師找豆豆 得田之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30 跟著香蕉老師來畫畫 得田之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85 香蕉老師幼兒園: 我愛上學成長書包 得田之久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7

風向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威向

送存冊數共計：10

活字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62600 美食攝影實戰聖經: 餐桌上的攝影師 許峵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3591 我的文藝社裡不可能會有BITCH。 赤福大和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65779 心連.情結. 8, 明日青春 庵田定夏作; 王忻玨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65922 東京風景: 旅拍日本關東的深度行 李維燊、李咏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6332 <>Nono辜莞允私密寫真 Nono辜莞允, 黑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060 Johnny整髮聖經: 50款吹x整x編秘技不藏私公開張勝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077 女子訓練營 林可彤, 林又立, 劉欣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428 王與馬戲團 米澤穗信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688 她和他和她的澎湖灣: 二弦夢 駒月, Erotes Studi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985 小小鳥兒要學飛! Xavier Deneux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69869 雙面選擇 E.C.邁爾斯作; 游懿萱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285 畫符: 胎神術 羅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292 圓環少女 長谷敏司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1176 上班族人蔘: 固本培元養氣滋補職場聖典 裴小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206 塔羅入門經典牌陣(暢銷紀念版) 丹尼爾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350 為你點亮夜空 珍妮佛.童莉作; 施奕如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398 OL365的上班族內心小劇場: 全年無休強迫熱映中OL365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473 離機閃燈人像攝影聖經: 12位名師的致勝用光寶典上田晃司等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602 夜安!借住少女出沒注意 啞鳴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1619 蜜色認證 如月作; AKI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961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71978 王牌酒保a Tokyo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043 就是遊戲人生 榎宮祐原著; ユイザキカズヤ作畫;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104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著;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2111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2128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雨水龍作; 細音啓原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203 法式玫瑰塔: 新鮮水果變身花形點心,在家就能簡單做出甜蜜滋味Christelle Huet-Gomez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210 法式鮮果水: 1天1瓶!越喝越瘦,打造18歲代謝力 美膚x瘦身x補充能量 不化妝也漂亮的每日水配方潔西.卡娜洛斯.韋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265 I Love Lala只會甯心動蘇心甯性感寫真書 蘇心甯, 戴群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272 舒子晨Nikita 超激寫真全紀錄 舒子晨, 黃天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302 3D童話小劇場.小木偶 尖端編輯部作; 楊惠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333 燐寸少女 鈴木小波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2340 燐寸少女 鈴木小波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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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1072401 和神明結怨 守月史貴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418 邊緣行動 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 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2425 邊緣行動 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 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432 一支獨享!!: 幸福的日本酒~ 增田晶文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葉韋利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456 愛的輪迴式 乾胡桃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463 聖尼可拉斯的鑽石靴: 名偵探御手洗潔 島田莊司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470 兇手也在等雪停 約瑟.傑佛遜.法瓊作; 林力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00 聽懂了,桃花自然來: 從理解暗示語到完美回話,讓家人信賴.情人愛你.朋友挺你的無往不利GAS說話術王介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17 聽懂了,升官又發財: 從理解暗示語到完美回話,讓家人信賴.情人愛你.朋友挺你的無往不利GAS說話術王介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24 最強IG瘦身女王減重保證班: 1天100下,動作自由搭配 自然瘦身不復胖金皗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48 麵包控的早午餐桌: 輕鬆!簡單!馬上就可以做的70道麵包料理Hitom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55 一天一沙拉!半年瘦8公斤的輕食料理 中原美香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79 零之使魔 山口昇著;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72586 躲貓貓遊戲書.小紅帽在哪裡 Jacky Goupil, Deborah Pinto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2593 躲貓貓遊戲書.大野狼在哪裡 Jacky Goupil, Dankerleroux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尖端



9789571072609 躲貓貓遊戲書.金髮女孩在哪裡 Jacky Goupil, Marie Kyprianou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2616 鎮邪甲冑: 劍獅 BARZ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623 鳳凰: 黑城三部曲. 二) 伊莉莎白.理查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630 女王心機. 5, 虛假誓言 莎拉.謝柏作; 陳彬彬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647 貓女調教專案 艾姬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654 鈴美眉是肉食系火龍 西野吾郎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2661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2678 十字路口 新海誠, 桐山成人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685 妹妹x殺手x宅配便 九辺健二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2692 吾王馴養指南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692 吾王馴養指南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708 星際大戰: 俠盜一號前傳小說 詹姆士.魯西諾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715 沉溺食人魚缸的愛 千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722 迷途妖精日誌 上絕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739 五百夢書鄉 穹魚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746 我與彼岸少女的煉愛交替 D51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2753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2760 前國民偶像要做國軍唯一的男子漢 陽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777 我的文藝社裡不可能會有BITCH。 赤福大和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2784 傳單殺手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807 「喵言喵語」Words of Cats: 「圖解」喵星人深奧的生活哲理小森正孝作; 張書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821 崔大人駕到 袖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3422 崔大人駕到 袖唐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72838 東風惡 一度君華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3439 東風惡 一度君華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72845 親愛的大人: 其實我沒有那麼壞,我只是靜不下來幸佳慧, 李佳燕, 迷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876 星際大戰: 曙光乍現漫畫 Roy Thomas作; Howard Chaykin作畫; Sabrina Liao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72883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2906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2913 太陽默示錄建國篇 川口開治著; 何宜叡譯 第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2920 學生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937 噬魂者NOT! 大久保篤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2944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2982 烘焙坊之戀 藤野言葉作; 向日葵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999 利根川莉莉佳的戀愛實驗 青柳碧人原作; 長谷垣なるみ漫畫;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736 利根川莉莉佳的戀愛實驗 青柳碧人原作; 長谷垣なるみ漫畫;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002 成為戀人的時刻 山田小桃著; 野鎮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729 成為戀人的時刻 山田小桃著; 野鎮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019 墜入愛河的吸血鬼 杉尻尾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026 虛擬系男友 陸一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033 よしづきくみち短篇集.你和我的足跡 よしづきくみち著; 晴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057 為妳尋回愛情 珍妮佛.L.亞門蘿特作; Sabrina Liao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064 成為吸血鬼的你開始一段永恆的愛-Long long engage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071 在悲傷谷底,貓咪教會我的重要事情 瀧森古都作; 簡秀靜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095 快逃啊-魔女慣老闆逼我簽下賣身契! 意外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101 暗黑醫院: 消失的病患 知念實希人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125 中古貨也想談戀愛! 田尾典丈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132 世界盡頭的聖騎士. I, 死者之街的少年 柳野かなた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149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3156 最後晚餐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163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163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170 我的文藝社裡不可能會有BITCH。 赤福大和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187 在孤獨盡頭,狗兒教會我的重要事情 瀧森古都作; 許芳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194 九十九: 百年追尋 響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200 就是醬子,喵! 粉妹作 平裝 1

9789571073217 刺客之刃: 玻璃王座前傳 莎菈.J.瑪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224 近距離雙重誘惑 原田唯衣作; K. T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231 近距離雙重誘惑 原田唯衣作; K. T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248 KissXsis親親姊姊 DITAMA某著;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255 今天來點漢堡吧! 花形怜原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262 你的名字 新海誠原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743 你的名字 新海誠原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279 屍囚獄 室井正音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3286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3750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3293 Fate/mahjong night聖牌戦争 TYPE-MOON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309 邊緣行動 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767 邊緣行動 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3316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春野友矢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4085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二章: 宅底的一周篇長月達平原作; 楓月誠作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347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亞樹直作; 沖本秀漫畫;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354 飆速宅男 渡邊航作;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1073361 大奧 吉永史原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3378 誘惑的同居邀約 優木那智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3392 有病: 四段式狂氣 二宮敦人作; 許昆暉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408 風騷總裁強勢包養 怪盜紅作; TaaRo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415 永遠待在你身邊 南西.歐林作; 陳思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446 向上提升子宮力: 調養呵護生理期、懷孕期、更年期,一生受用的美人養命書藥日本堂監修; 黃瓊仙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453 青葉同學請告訴我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484 折斷的龍骨 米澤穗信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3491 折斷的龍骨 米澤穗信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3514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3521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73538 農林 白鳥士郎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3545 午夜之星 陸希未作; J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552 謎塔破擊 壹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569 為初戀銬上手銬 瀨川綾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576 呼喚愛的聲音 森江慧原作; 張馥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583 IKB池袋偶像 森江慧原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3590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3606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3613 星際大戰: 威脅潛伏 泰瑞.布魯克斯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620 星際大戰: 複製人全面進攻 R.A.薩爾瓦多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644 WAKO流居家布置魔法: 空間營造X餐桌擺盤X節慶裝飾,享受生活好時光Wak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668 操縱人心就是這麼簡單: 讓你職場關係、人際互動、兩性相處無往不利的黑暗心裡術小羅密歐.羅德里格斯作; 楊裴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675 嶄新的一天 郭漁, 良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3699 執事中途救援組 夏嵐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705 深表遺憾,我病起來連自己都怕 小鹿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712 我與彼岸少女的煉愛交替 D51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774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comic 渡航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378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comic 渡航作; 平川遊佐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3798 自殺島 森恒二著; 梵赫辛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4320 自殺島 森恒二著; 梵赫辛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3804 今天開始門禁7:00 千葉梢作; 梵赫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811 今天開始門禁7:00 千葉梢作; 梵赫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835 荒野之戀 櫻庭一樹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842 荒野之戀 櫻庭一樹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859 荒野之戀 櫻庭一樹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866 向陽素描 蒼樹う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3873 四月的你是閃耀的星星 杉山美和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4146 四月的你是閃耀的星星 杉山美和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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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3910 限時男寵 墨甄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934 霸劍皇姬阿爾緹娜 紫雪夜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3941 時光當舖: 思念物的歸處 千川小說原作; 葉澄漫畫改編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958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1073965 手心上的仙人掌: 微刺女孩 艾唯恩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972 南Q阿傳 光永康則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3989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作; 火音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3996 小企鵝波波 Lynol圖文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016 前國民偶像要做國軍唯一的男子漢 陽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023 東風惡 一度君華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4030 崔大人駕到 袖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4054 野獸影帝強制發情 瀝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061 先新婚、才戀愛 杏堂麻衣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078 星際大戰: 帝國大反擊 Archie Goodwin作; Al Williamson畫; Sabrina Liao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74122 利根川莉莉佳的戀愛實驗 青柳碧人原作; 長谷垣奈留美漫畫;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139 霸道社長的新娘課程 桃乃實紅著; NOI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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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571074160 盛夏的花束 日野瑔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177 花開千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571074184 不想跟你談戀愛 酒井真由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191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4238 吹彩~你所演奏的音色 雪丸萌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245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4252 刺蝟男孩戀愛中 雛地尚作; K.T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269 直到和你相遇的那個夏夜 雛地尚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276 那些讓人害羞又揪心的事 梅澤麻里奈作; 徐端芳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283 別用那樣的眼神看我 梅澤麻里奈作; 徐端芳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306 玄米老師的美味便當 魚戶修, 北原雅紀作;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4313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337 一支獨享: 幸福的日本酒 增田晶文原作; 松本救助漫畫; 葉韋利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344 邊緣行動 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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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1074375 神存在的洋果子店 若木民喜著; AKIRA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4382 飛翼: 黑城三部曲. 三 伊莉莎白.理查斯著 ;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399 皇室潛伏: 黑寡婦系列首部曲 羅賓.拉菲維爾斯作 ; 張玄竺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405 親愛的厄運先生 Killer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412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ユウキ作; 李君暉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429 那麼,來攻略異世界吧。 おかぎき登作; 李珮華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5242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875 愈難賣,愈要說故事 史考特.魏斯特(Scott West), 米契.安東尼(Mitch Anthony)著; 陳智文譯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26 破壞者優勢: 個人版破壞式創新,助你突破職場關卡,立刻進化惠特妮.強森(Whitney Johnson)著; 郭庭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588 大店長開講. 2: 夢想店的18堂品牌必修課 何炳霖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2

送存冊數共計：202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9373302 實踐FINTECH: BCG教你擬定金融時代科技的最佳優勢策略何大勇, 張越, 劉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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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3388 好旅館默默在做的事: 設計大師眼中最關鍵的37個條件張智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395 100歲的人生戰略 林達.葛瑞騰(Lynda Gratton), 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Scott)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28 不失禮的技術: 國際禮儀大師X麗芙泰勒給職場人士的6堂成功形象必修課桃樂希雅.強森(Dorothea Johnson), 麗芙.泰勒(Liv Tyler)著; 陳俐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35 逼人買到剁手指的77個文案促購技巧: 抓住眼球、刺進要害、留在心上的廣告文案力川上徹也著; 涂綺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66 一生平安的保險規畫: 教你分齡買對保險,兼顧理財和保障吳鴻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73 打造爆紅集客力: 成功新創企業都在用的19種行銷密技蓋布瑞.溫伯格, 賈斯汀.梅爾斯著; 向名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80 IBM首席顧問最受歡迎的圖表簡報術: 掌握69招視覺化溝通招技巧,提案、企劃、簡報一次過關!清水久三子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08 靠關係就能賣不停 藤村正宏著; 米立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8893 日本語.臺閩語における連語の対照研究 : 「他動詞」と物名詞との組合せの連語施淑惠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947 日本語文学研究と社会との連携: 論文予稿集 臺灣日本語文學會編 平裝 1

9789577868961 連語と交替可能な臨時的複合語の成立可能性: 2字漢語動名詞を後要素とするくみあわせにおける蔡珮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8985 人生就像一條大河: 小說名著鑑賞 歐宗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992 語彙教育の研究と実践: 日中比較の観点から 林玉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012 気は心:「気」と「心」を含む慣用表現研究 王珍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029 歌集 香る園. 第四集 香る園の会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708 與耶穌談現代管理: 勸喻裡的管理學智慧 張立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715 <>之義理特質與儒佛分辨 陳松柏著 初版 0 1

9789869443722 王大華作品集. 20, 尋女記 王大華作 平裝 1

9789869443739 萍蹤心寄 林藜著 精裝 1

9789869443746 Google輕鬆學 蘇琬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753 最後衝刺!三個月考上不動產經紀人 蔡欣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777 強權的界限: 與停滯社會的出路 葉書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784 失對白 劉定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993 全民英檢中高級試題精選. 2016-2018 True Black, Hoyt Tillman, Jonathan編題; 蘇豔文, 王紀澤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03 新TOEIC聽力題庫. 2016-2018 Allison Andrea編題; 夏穎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10 全民英檢中高級試題全集. 2016-2018 Hoyt Tillman, Allen, Jonathan編題; 夏穎, 蔡宜臻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27 陳奕iBT托福寫作. 2016-2018 陳奕作 其他 1

9789869337434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試題精選. 2016-2018 David Sinclair, Hoyt Tillman編題; 王晧璞題解 平裝 1

9789869337441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題庫. 2016-2018 David Sinclair, Allen編題; 蘇豔文,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58 iBT托福閱讀試題大全. 2016-2018 Robert Dicks編題; Holly Lin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65 托福寫作勝經: 獨立題一點通. 2016-2018 Chloe YC Ouyang編著; Shawn Chong範文撰寫 平裝 1

9789869337472 新多益聽力滿分題庫 Amelia Mahan, Allison Andrea編題; 王皓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89 全民英檢中高級試題完全解析 Jeff Santer Lasci編題; 蘇豔文題解 其他 1

9789869337496 新多益黃金證書單字片語. 2016-2018 夏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9354301 全民英檢初級試題精選. 2016-2018 Allen等編題; 王晧璞題解 其他 1

9789869354318 新多益閱讀擬真題庫. 2016-2018 Allison Andrea編題; 蘇豔文題解; 蘇豔文, 吳美錚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哈佛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城邦印書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661 紙玫瑰 綰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678 一定是我問神的姿勢不對 四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360 與你的戀愛練習 湯元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77 很久很久以前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84 在沒有你的世界沉睡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391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 5, 龍生龍鳳生鳳,後宮王的兒子開後宮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05 寂寞糖衣 央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12 無盡之境. 1, 長生 Mis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29 微光北極星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203 Thematic Integrated Curriculum (English Version A1)Lin, Miao-Shan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407 澀水社區故事繪本 梁大慶, 陳冠宇主編 平裝 1

9789869409407 澀水社區故事繪本 梁大慶, 陳冠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8650 優雅: 法國女人的55個優雅生活美學 歐石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88667 說愛談錢: 說相同的「金錢語言」,讓愛情、婚姻更美好史考特.巴瑪(Scott Palmer), 貝絲妮.巴瑪(Bethany Palmer)著; 李璞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8674 姐姐我最大: 我就愛現在的自己,不必討好誰 Monika Bittl, Silke Neumayer著; 謝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106 100人的二手屋改造知識全書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20 我的裝修問題誰來救?: 讓你懂得比設計師多更多莊恩澤, 美麗殿設計團隊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51 牆、窗、家飾的輕裝布置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75 看懂黑心裝潢陷阱 吳翃毅, 薛秀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3182 神奇的肋骨運動救胸椎 黃雅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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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676 鯨魚來了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0683 天黑黑 王蘭作; 盧騰宇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0690 土撥鼠的家 王蘭作; 黃靖雯插畫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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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縣澀水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柏克萊雲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門書局



9789869463218 小護士阿比 王蘭作; 李依洹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01 丹尼的冒險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25 太陽的約會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32 古奇的家 王蘭作; 黃靖雯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49 貝比和安琪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56 幸運草 王蘭作; 賴政勳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63 幸福蘋果醬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70 阿比生病了 王蘭作; 李依洹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87 阿奇不要怕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720 彩色毛衣 王蘭作; 康家菁, 賴政勳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294 笨蛋古奇 王蘭作; 李依洹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737 黑森林的祕密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706 想飛的米米 王蘭作; 劉文韜, 宋孜穎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3713 親親寶貝 王蘭作.插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9721 屏東縣九如鄉昌榮社區文史集. 歷史淵源篇 藍聰信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469004 這是甚麼味? 余麗娟, 王維故事撰寫; 高恩惠等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0470062 太陽的眼淚 何玉芬文; 高辰希等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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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81678 歐盟與俄羅斯能源互動之研究 張宸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92 大自然生態系統服務: 以明志科技大學校園為例黃浚瑋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08 金門民主化的進程: 五合一選舉與組織動員 林政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15 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 包淳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22 晚明公安派副帥江盈科研究 張覺明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739 平定縣裡不平定: 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郝志東, 黎明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746 臺灣光復日產接收真相暨檔案彙編 武之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53 國民革命中的農民運動: 以武漢政權為中心的探討鄭建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2817 很怕. 張草極短篇 張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24 反轉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31 白色巨塔 侯文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48 誰找到就是誰的 史蒂芬.金著; 湯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55 魔法學園. III, 青銅鑰匙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陳芙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62 階梯之城 羅柏.傑克森.班奈特(Robert Jackson Bennett)著; 劉曉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79 只有她知道 費歐娜.巴頓(Fiona Barton)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86 傅科擺(新譯本+註解本) 安伯托.艾可作;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893 岩窟姬 近藤史惠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09 殺人生產 村田沙耶香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16 召喚師. I, 魔力初現 塔蘭.馬薩魯作;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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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屏縣昌榮社區發展協會



9789573332923 巴別九朔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30 萌斷面 藥袋絹子, pekopokovvv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47 刊載禁止 長江俊和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54 朵朵小語: 在心裡留一個地方愛自己 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61 我的賽克洛斯 山白朝子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78 遇見一個人的圓滿 張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2985 第一人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著; 吳錫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2992 窒息過後 荷莉.賽登(Holly Seddon)著; 林師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146 培梅食譜 傅培梅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865 孫翼華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077 法奇門養生風水能量畫集 涂金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229 鄒more風味館: 課本與習作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36 長毛公公: 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43 長毛公公: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50 鄒more風味館: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67 拜託吧!妖怪(學生手冊) 謝燕芳, 許博懷編撰;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3

9789869407298 神奇呼喚術 林淑穗, 謝燕芳, 鄭月裡編撰;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617 Wake Me Up At HappyLand Josef Lee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532 殘酷劇場: 藝術、電影、戰爭陰影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作; 周如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556 反轉地圖: 向170位當代藝術家學習觀看的方式凱薩琳.哈蒙(Katharine Harmon), 蓋兒.克萊曼斯(Gayle Clemans)作; 陳雅汝譯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1251 臆想師.開始的結束之卷 林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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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4

飛柏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映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宥宸文化



9789865934248 愛上日本語 韓世卿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267 自慢: 日本素料理 王俊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274 23佛子筆記 釋覺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4034 行銷學管理個案 李國良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9572 形象法語 楊啟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619 亞洲大學15週年特刊: 亞大十五 名揚百大 許政行, 施能義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6089626 The dull ice flower Allison Chia Yi Li, Peggy Huang作; Mou Yun圖 平裝 1

9789866089633 日治時期教科書「朝鮮語讀本」之綴字法現象吳忠信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640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ate Luo[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657 瑪格麗特.愛特伍德志異小說與加拿大國族主義林妤晏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826 South China Sea Lawfare: Post-Arbitration Policy Op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Edited by Fu-Kuo Liu, Keyuan Zou, Shicun Wu, Jonathan Spangler 平裝 1

9789869282826 South China Sea Lawfare: Post-Arbitration Policy Op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Edited by Fu-Kuo Liu, Keyuan Zou, Shicun Wu, Jonathan Spangler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7211 番仔城記憶 潘大州, 潘英琦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303 墨趣相投: 苗栗縣正鋒書道會丙申年會員聯展作品集詹萬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527 詩情鳥意: 閩南語鳥童詩 林鳳吟文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417 火韻: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會員成果展專輯.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631 栗社流韻. 第二輯: 苗栗縣國學會課題點評續集張儷美詞宗點評; 陳俊儒纂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海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巴宰族群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政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正鋒書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114 噗噗!放屁公主 鄭敬喜作; 張志惠繪; 林慧君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249 超級業務員默默在做的33件事 李群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256 6點準時下班 劉國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047 地球起源探索 徐章木作 平裝 1

9789869289054 掌握中型企業轉型契機: 市值倍升物理學 邱璨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9061 仗筆走天涯: 鄭竹園回憶錄: 教學研究著書立說鄭竹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0613 一例一休因應之道(企業解決:勞基法一例一休/勞動檢查/勞資爭議之勞動契約/工作規則/降低勞健保費/薪資績效年終獎金規劃)林士譽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34 Firbase資料庫程式設計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7236 行為分析師的專業倫理 Jon S. Bailey, Mary R. Burch作; 林珊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832 夏之殘戀 瀨戶內寂聽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849 (新譯)泉鏡花的逢魔時刻: 收錄等幾個幽玄妖異的怪談泉鏡花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3097 選擇權價格波動率與訂價理論: 高級交易策略與技巧Sheldon Natenberg著; 黃嘉斌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340 Cyberspace聯合研討會論文集. 2015 曹祥雲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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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國展望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國世界日報臺北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恆基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9789866109454 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生命故事手札. 105 尤惠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61 大有集: 南華文學系創意仿作散文集 吳奕瑋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912 關帝三大經書白話簡解 王連珠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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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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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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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5774783 新世代人力資源管理之挑戰與契機 陸洛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4

9789865774790 社會企業的發展: 設計思考x管理倫理 吳成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806 從大數據到智慧生產與服務創新 李傑, 倪軍, 王安正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813 零售管理: 行銷觀點 許英傑, 黃淑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820 高中生這樣做就對了: 國際禮儀與國際交流實務朱玉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3321 地獄公寓 黑色火種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3970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3949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3956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963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4144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4151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4168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4175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4090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4106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4113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4120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4137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4342 原振俠傳奇之奇緣 倪匡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524373 你也可以利用網路集資 創業網路融資寶典: 眾籌閻岩著 平裝 1

9789863524397 古蘭經的追緝 陳介中著 平裝 1

9789863524403 永遠優雅的美女的秘密 馬曉敏著 平裝 1

9789863524410 弘一大師的悠遠智慧 張笑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427 膽商CQ第一情商EQ第二智商IQ第三 焦珊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434 衛斯理傳奇之蜂雲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458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4465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4472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4489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4496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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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14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昶景文化



9789863524564 中華兒女策馬中原. 2016 郁慕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571 衛斯理傳奇之天書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588 岳小釵 臥龍生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4595 岳小釵 臥龍生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601 岳小釵 臥龍生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4618 岳小釵 臥龍生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4625 別用生氣懲罰自己: 十二堂課讓你學會不生氣 汪建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632 心念對了,人生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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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69913 越南現/當代美術史概論 郭彥瑋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31 源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接通天地源頭 一切不求自得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1748 超級生命密碼: 一本生命之鑰解開你我千年迷惑太陽盛德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11755 幸福跟著來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839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民國一0七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其他 1

9789869165846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0七年 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5853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大字版本). 民國一0七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349 品味故宮.陶瓷之美 張敬昕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0342 故宮精品導覽(韓文版) 晉介辰, 徐俊賢文字主編; 金泰成, 李相美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743 45歲後,讓ETF為我工作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750 靠技術分析,每年多賺20%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857 不生氣的一年: 不動佛療癒卡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0864 幸運到老: 老年修行入門手冊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阿尼蔣秋卓瑪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904 臺灣地區與非洲經援關係 林士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羿勝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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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發堂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4

風雅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雲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797 創新、創意、創世紀論文集 彭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810 宜蘭學. 2015 陳志賢主編 平裝 1

9789866893827 人際溝通與傳播 彭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1833 添富論學集 李添富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01840 藝術治療工作坊: 媒材概論與創作指引 吳明富, 徐玟玲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857 隱喻治療: 自發性隱喻的存在療癒 郭彥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864 新住民社會工作 戴世玫, 歐雅雯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8886 創世紀概要: 萬有都是本於祂 寇茲(C.A.Coates)原著; 鍾聲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28886 創世紀概要: 萬有都是本於祂 寇茲(C.A.Coates)原著; 鍾聲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763 跟著策略地圖走出去: 以小搏大的戰術 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763 跟著策略地圖走出去: 以小搏大的戰術 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770 滾石的啟示 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145 網路金手指: 彈指之間輕鬆認識正妹的終極外掛麥克斯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983 Calculus Ann Austin, Bill Daniel, Frank Gary合著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825 真理使我們成為朋友: 合一的目的就是為了一起行動!古倫(Anselm Grün), 約格.辛克(Jörg Zink)合著; 鄭玉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2832 職場生涯CPR: 打造健康職場生涯的25張聖經處方箋古倫神父(Anselm Grun), 吳信如合著; 鄭玉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943 探索中國農村自治制度. 制度篇 蔡德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967 布農語卓群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黃金蘭, 王素貞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974 動機、自尊、內外向、歸因組型、學習策略、和學業成就與外語焦慮之關係陳永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981 臺灣外語學習者之外語焦慮與英語能力的關係陳永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903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法制化之推動與實踐 林爵士著 平裝 1

9789869428941 江湖憶 血蓮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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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約會診療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鼎圖書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與北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520 細讀列王紀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762537 細讀列王紀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762544 信仰是在艱困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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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7256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南臺科技大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294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05學年度黃惠慈, 陳素連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105 2000單字 陳紀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112 7000單字. Level 3 陳紀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8105 耶穌: 宗教重擔的釋放者 董芳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412 那些閃電指向你 林婉瑜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486 1234,動動體操 李紫蓉, 林世仁,蘇珊等文; 林小杯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615493 黑面琵鷺來過冬 王徵吉文.攝影; 王秋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09 六十六頭牛 自民間歌謠改編; 王祖民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16 小金魚逃走了 五味太郎文.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615523 門獸 劉暢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30 逝者如渡渡 申賦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47 小白 郭乃文故事; 周見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54 誰要來喝下午茶? 葉曼玲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6321 28000 Sanjay Tolani作; 梁涵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7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銳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嘉專業高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衛



9789869427807 新視覺UV印刷設計指南 林秀嬫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002 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2016第21屆: 足尖上的美食中國典藏劇冊星學子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劇本撰寫; 蔣政堯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367 大學入試國文科閱讀評量 陳鐵君, 陳文之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2243374 資優生自然科甄選試題暨詳解. 科學班 張鎮麟主編 平裝 1

9789862243381 資優生自然科甄選試題暨詳解. 數理資優班 張鎮麟主編 平裝 1

9789862243398 全方位連貫式中譯英演練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404 進階英文字彙3900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411 歷屆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解: 地理考科 林曉芬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2243428 大學入試歷屆指定科目考試試題暨詳解. 國文考科陳文之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883 HOW DO WE KNOW: 28堂探索世界奧秘的科學必修課BBC Knowledge Magazine著; 王惟芬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703 仰川之上: 林建忠個展 林建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2315 總是耶穌: 擁抱耶穌的喜樂 莎拉.揚(Sarah Young)著; 程珮然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459 圓覺經略說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4466 答問青壯年參禪者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29 說南道北: 說老人、說老師、說老話 劉雨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36 南懷瑾與楊管北 劉雨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43 說不盡的南懷瑾 查旭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874 香噴噴大道 花格子著; 劉宗銘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3091 幽明錄 沐九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3589 午安,請問要點一隻偵探嗎?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3602 惡魔調教Project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懷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橙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學子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9789863613671 富爸爸,第二次致富機會: 破解政府與財團的金錢大騙局,掌握財務知識,在危機中翻身羅勃特.T.清崎作; MTS翻譯團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695 好鄰居 A.J.班納(A. J. Banner)著; 曾倚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718 陛下請淡定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732 神棄者: 闇影覺醒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曾倚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749 魔王與他愉快的上司們 雷雷夥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756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3763 死而復生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985 死而復生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770 奧格拉斯之槍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787 膠囊衣櫥穿搭術: 30件單品創造出1000+種時尚!麥溫蒂(Wendy Mak)著;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794 遺落南境. II: 權威 傑夫.凡德米爾(Jeff Vandermeer)作;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00 遺落南境. III: 接納 傑夫.凡德米爾(Jeff Vandermeer)作; 蔣慶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17 不需要,就是9成煩惱的解藥 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24 終於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Meiy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31 永世之戰 喬.海德曼(Joe Haldeman)著; 王寶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48 將來的你,一定會感謝現在拼命的自己 湯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55 時越之鑰. II, 時空邊際 麗莎.沃克(Rysa Walker)著; 傅雅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62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13879 腳踏車大作戰 海法.曼蘇爾(Haifaa Al-Mansour)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86 刺客教條: 電影官方小說 克莉絲蒂.高登(Christie Golden)著; 王寶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893 請在嗶聲後留言 徐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909 嫁到印度當人妻: 為愛忍下去!台灣太太的印度觀察好吃驚&異國戀真心話李文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916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3992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3923 老實說,你做過多少努力?: 時間不會改變一切,只有今天的你,可以為未來的自己努力王遠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930 大龍門客棧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947 時越之鑰. III, 迷霧未來 麗莎.沃克(Rysa Walker)著; 傅雅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3954 醉玲瓏 十四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3961 醉玲瓏 十四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3978 當下,把心放下 何權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4012 Caged: 偏執迷戀 俺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029 不為人知的都市傳說. 3暗網事件簿: 犯罪實錄、陰宅惡靈、駭人密謀,揭露人類最深層的好奇心與恐懼Shawn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036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 老楊的貓頭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043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4050 神之墜落 凱特.亞金森(Kate Atkinson)作; 游鈞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104 大龍門客棧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135 惡魔調教Project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142 正是時候愛自己 Meiya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835 尋找那本神奇的書: 與六位中學生談閲讀,以及少年人的新世界郝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842 普普就是一切都很好: 沃荷的六0年代 安迪.沃荷(Andy Warhol), 帕特.哈克特(Pat Hackett)著; 楊玉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859 安迪如何穿上他的沃荷: 普普教父的哲學絮語 安迪.沃荷(Andy Warhol)著; 張家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866 四百歲的睡鯊與深藍色的節奏: 在四季的海洋上,從小艇捕捉鯊魚的大冒險摩頓.史托克奈斯(Morten Stroksnes)著; 郭騰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42 期貨交易管理法規 郭土木著 增修再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1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郭土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579 秋風寶劍孤臣淚 落日旌旗大將壇: 簡漢生七十記往文集簡漢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76 周易聖斷. 繫辭篇 鮮于文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09 無時無刻田文筆創作個展 田文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3409 無時無刻田文筆創作個展 田文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28 梅易擂臺 陳添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631 鍾氏族譜 鍾百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78 極化之華 吳宥鋅編輯設計 平裝 1

9789574337385 邊界瀰散: 吳宥鋅當代水墨創作論述與實踐 吳宥鋅編輯設計 平裝 1

9789574343430 邊界瀰散 吳宥鋅作 平裝 1

9789574343447 極化之華 吳宥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63 企業家生活詩集 張燦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41 集藏一甲子.萬選自珍集 許義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103812 中國紙幣新論 許義宗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629 松竹居詩集 饒漢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16 高雄柴山溶洞 楊吉壽著 初版 平裝 1

簡漢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鮮于文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燦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許義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百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宥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文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添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饒漢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吉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306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六: 拳武丹青 蓋蕙群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90 危機處理的戰術、策略+經營金行.銀樓 黃一雄著 平裝 2

9789574346813 採金礦一甲子 黃一雄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59 頭骨密碼 鄭智隆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17 人身保險核保與理賠 呂廣盛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08 娑婆我境-激與越之間: 董學武水墨創作畫集. 七董學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801 審計學: 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 吳琮璠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4343201 新會計學: 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 吳琮璠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64 質衡詩稿 許文彬著 平裝 1

9789574343164 質衡詩稿 許文彬著 平裝 1

9789574344420 堅持做對的事 張博智著 平裝 1

9789574344420 堅持做對的事 張博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79 《存在》記憶 / 空間 / 觸境 INTERFUIT 蔡昌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56 非彩非墨: 老樹的故事 趙占鰲攝影 精裝 1

9789574341856 非彩非墨: 老樹的故事 趙占鰲攝影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鄭智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廣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蕙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一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趙占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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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蔡昌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學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琮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04 釋憲餘思錄. 卷四 陳新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70 疊翠奔雲: 李燿騰書法集 李燿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281 超現實數位創作藝術X詩 紀向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9389 建築震害與補強實務 黃錦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54 企業資源規劃(ERP)知多少. 績效評量篇 張緯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468 國際海事組織規範系列. 一, 公約/議定書. 第一冊: SOLAS及MARPOL黃裕凱編譯 平裝 1

9789574344468 國際海事組織規範系列. 一, 公約/議定書. 第一冊: SOLAS及MARPOL黃裕凱編譯 平裝 1

9789574344475 國際海事組織規範系列. 一, 公約/議定書. 第二冊: STCW及漁船黃裕凱編譯 平裝 1

9789574344482 國際海事組織規範系列. 一, 公約/議定書. 第三冊: 組織及其他類、海上安全及保安類、環境及防止海事污染類、責任及賠償類黃裕凱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31 常用藥品手冊附冊: 2017年增修部份 蔡靖彥, 蔡百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06 經濟學: 理論與實際 張清溪等著 7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37613 經濟學: 理論與實際 張清溪等著 7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37590 經濟學: 理論與實際 張清溪等著 7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55 易.開明國語課本(臺灣版) 戚桐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830 遐齡弄墨: 岳山九十書藝展 陳岳山著 初版 精裝 1

陳新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裕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蔡靖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錦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緯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燿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憲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戚桐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08 李金祝畫集: 福爾摩沙狂想曲 蔡裕鈞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02 日記傳奇 葉經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178 迴光奏鳴曲: 表演創作報告 陳湘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686 漢語大師(日文版2) 戚其璇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4343737 漢語大師(日文版1) 戚其璇著 六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309 圓: 臺日藝術交流展 袁金塔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14 民法債編總論講義. 下: 體系、實例、圖說 姚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03 師範杏壇 陳履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440 孫吳: 情詩五百首 孫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10 刑事訴訟法總論實務 林培仁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4344819 實用刑法分則測驗 林培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97 完美視野新娘整體造型設計 洪宇彤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存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湘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金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培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志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履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其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袁金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宇彤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146 金門紅: 浯島.焦墨寫生.詩.筆記本: 徐心富 徐心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130 一個母親畫的臺灣: 李素貞創作集 李素貞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74 第9章 海關通關作業程序 劉陽柳者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413 古槐軒續稿 王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413 古槐軒續稿 王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092 番子巴漫談: 中寮鄉耆老口述歷史(18村村誌) 黃重裕, 黃庭豪作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41108 番子巴漫談: 中寮鄉耆老口述歷史(18村村誌) 黃重裕, 黃庭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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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24842 中國式協商民主 葛建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92 新型光柵網於環控農業病蟲害管理之研究 林顯達[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65 如何用氣來保健人體 鄭德相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33 先閱讀.再寫作 黃玉蘭, 林佳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733 先閱讀.再寫作 黃玉蘭, 林佳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477 占星珍妮佛星圖心靈義診集 珍妮佛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43836 情愛 婚姻 親密關係VS個人星圖能量的思索 珍妮佛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重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龔天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陽柳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心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珍妮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德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玉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葛建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顯達



9789574343836 情愛 婚姻 親密關係VS個人星圖能量的思索 珍妮佛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86 新舊長短論文集 范姜新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093 孟子要義釋詞解說 范姜新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109 大學中庸釋詞語譯講論 范姜新圳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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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9891 教學信念與教學設計對大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王高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21 緩慢的影子 陳昭淵文字.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45 彰顯百工技藝素人 楊玉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35 教牧協談 李定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3935 教牧協談 李定印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611 漫話中國象棋哲學科學與藝術 廖青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770 「城市-時間-記憶」斷裂、並置之敘事與電視圖像傳播王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33 Brutal honesty Hamid Ballout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范姜新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定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書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昭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玉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吳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高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俐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amid Ballout



9789574344383 蘇澳畫會水墨作品集 陳俐莉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150 花現臺灣. 第一輯, 光影交響曲 侯桂林攝影集 侯桂林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52 願等妳心 綾雪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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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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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4857 未完待續 恆思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35 談天說地 李新男作 平裝 1

9789574341535 談天說地 李新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32 荷塘生趣 賴文英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87 創意: 意識創造暨實務: 浪漫台3線計劃提案手冊洪燕梅, 高詩茹, 林宥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21 好色時尚誰怕黑創作油畫集 高正幸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002 印花稅票 郵學印記: 交通圖印花稅票發行七十週年紀念專輯: 交通圖中央上海廠伍拾圓第二版印花稅票之研究游振傑編著 精裝 2

9789574340002 印花稅票 郵學印記: 交通圖印花稅票發行七十週年紀念專輯: 交通圖中央上海廠伍拾圓第二版印花稅票之研究游振傑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39 真愛盤點 林瑞香[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勁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侯桂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正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振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文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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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瑞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9886 千江有水千江月 釋果澄著述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11 英文文法解析: 子句篇 楊曉萃著 平裝 1

9789574343911 英文文法解析: 子句篇 楊曉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22 傳遞幸福的小蝶蛾: 桐林找寶貝故事系列三 林秀玉文字編輯; 陳裕霖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64 一隻虼蚻: 母語唸瑤集 江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69 媽媽要生寶寶了 劉小草文; 陳籽秦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55 海風: 混聲四部版(S.A.T.B.)及女生三部版(S.A1.A2)潘姝君詞曲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03 What's the心理學小辭典 小花老師, 毛莉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1603 What's the心理學小辭典 小花老師, 毛莉嘉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94 台灣環境衛生與清潔服務制度 張銘祥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05 1993 潘柏霖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11 <>聯展畫冊. 2016: 生活拾穗 陳文盛等作 初板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小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宜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秀玉(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果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銘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柏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姝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毛莉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45 動漫哈哈鏡. 2017 余曜成作 平裝 1

9789574343676 動漫研究記事, 文化媒介篇.3 余曜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581 臺灣蝴蝶辨識圖鑑 陳昭全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790 精神分裂憂鬱症感情是小尺度的萬有引力,暗物質運動雙相對論: 受父槍擊自悟內功打通任督二脈,親身破解精神分裂創傷憂鬱症感情萬有引力是同一原理,印證愛因斯坦統一場論賴宣帆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3

9789574333806 精神分裂憂鬱症感情是小尺度的萬有引力,暗物質運動雙相對論: 受父槍擊自悟內功打通任督二脈,親身破解精神分裂創傷憂鬱症感情萬有引力是同一原理,印證愛因斯坦統一場論賴宣帆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15 自我意識學概論. 上冊: 人類會「投胎轉世」的證明羅尉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026 最美好的回憶 張格樵等文; 楊千霈圖 平裝 1

9789574340033 懶惰的巨人 賴柏翰等故事編寫; 張鈞翔圖 平裝 1

9789574340040 最美的彩虹橋 利晉等文; 黃郁筑圖 平裝 1

9789574340057 加油Watan 游主暄等文; 鄭筑云, 鍾釥鎂圖 平裝 1

9789574340064 祖靈的化身 賴彥廷等文; 許書華, 陳怡瑄圖 平裝 1

9789574340071 Pusu Qhuni 方崧丞等故事編寫; 林庭圻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952 快樂攝影 大地遊蹤 詹水火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00 學好五十音寫好五十音 賴芷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48 曾廸繁80風華立體紙浮雕作品集 曾廸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71 分析化學實驗 孫瑞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曜成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詹水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芷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羅尉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廷(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昭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宣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廸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瑞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453 我們這一代東海人: Alpha leader五週年特刊 林鼎強, 許津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637 現代印度文文法 林春壽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598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secret in the tangerine. volume 1Jim Png Hau Cheng[作] 1st.ed. 平裝 1

9789574344604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elegant pastime manual. volume 1&2Jim Png Hau Cheng[作] 1st.ed. 平裝 1

9789574345601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secret in the tangerine. volume 2Jim Png Hau Cheng[作] 1st.ed. 平裝 1

9789574345618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secret in the tangerine. volume 3Jim Png Hau Che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774 迴‧藝莊世和94回顧展紀念畫集 莊正國, 陳程元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37774 迴‧藝莊世和94回顧展紀念畫集 莊正國, 陳程元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61 留學美國、教育子女、邁向哈佛 施永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12 樹響 柯偉國著 平裝 1

9789574338412 樹響 柯偉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70 詩篇抄寫本. 卷三、四 陳曉能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498 亞利伊勒: 奧祕水晶河 賽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917 舊約十二士師系列信息: 失落信仰傳承世代之信心典範戴文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020 我記得的不如我忘記的 洪進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莊正國

林鼎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文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進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曉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永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偉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34 心象創作展. 2016: 廖清雲作品集 廖清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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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028 阿布之書. 二: 心靈故鄉呼喚 亦爾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361 硯池掠影: 善化文教會訊自選集 賴哲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538 愛與礙: 0-99歲親子祝福學,讓愛不在成礙,在礙中成長,在愛中昇華,學習愛的智慧,引領您自我修復邁向幸福成功的途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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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1597 圍棋仙丹. 中級篇 周可平作 平裝 1

9789574342655 圍棋仙丹. 初級篇 周可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774 陳吉慶油畫展集 陳吉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0774 陳吉慶油畫展集 陳吉慶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84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淺讀 楊常振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996 聚落人文話金山地方志 李鴻謀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14 仙洲金門 莊寬裕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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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可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葉靜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哲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清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滿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鴻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寬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吉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常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276 動畫話人生. 2016: 劉怡君動畫作品創作論述: 透過動畫創作體認生命循環與自我歷程的回探劉怡君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344 執.念 楊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12 江金榮: 空間與思考專輯 江金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429 原相: 室內空間的本質與變奏 江金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28 夢幻之磯 男女群島 陳明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11 竹茶物語: 吳明錩竹藝創作集 吳明錩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481 舞彩戲墨: 孫建禎彩墨畫展 孫建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59 樂歲勤耕: 孫國粹書法集 孫國粹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566 美國專利申請實務. I 袁仁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4253 美國專利申請實務 袁仁捷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57 生命動能愛放電: 學程/基礎 林宏濬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71 如何賺大錢 sky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怡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國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袁仁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明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孫建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金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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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宏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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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2006 潘崇草書篆刻心經 潘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2006 潘崇草書篆刻心經 潘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20 大學院校產學合作營業稅之個案分析: 以正修科技大學為例林春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51 翻轉統計學 傅懷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099 原力靈動: 泰雅女孩的99棵樹 瑪雅巴燕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04 社會與健康: 超越全民健保 江東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35 藏山卦譜 如理居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66 上海郵政系統/商埠書信館之郵票及郵政史 王豐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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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2310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作 平裝 1

9789574342327 少年夢工場 王溢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782 法律倫理學 鄭津津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春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懷慧

許信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潘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溢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津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理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豐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雅巴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東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65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黃天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457 攝影.旅行 Shin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488 泳向璀璨的夢想 蔡祖修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2488 泳向璀璨的夢想 蔡祖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610 張錦田水晶琉璃珠畫集 張錦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662 竹梅源文藝獎: 全國油畫比賽. 2015-2016 蘇中原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574342662 竹梅源文藝獎: 全國油畫比賽. 2015-2016 蘇中原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09 應用UAV及雷射掃描儀於砂石堆體積評估之技術田坤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23 南屯歷史與文化導覽 謝永茂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2723 南屯歷史與文化導覽 謝永茂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30 Review on the current implimentation of dual training system about elite project in Taiwan蘇鵬仁, 蘇景進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2730 Review on the current implimentation of dual training system about elite project in Taiwan蘇鵬仁, 蘇景進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78 The great skate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James Hugh Gough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60 ABC可愛動物七巧板 江岳軒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源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田坤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祖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黃國琴

黃天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賢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James Hugh Gough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岳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永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鵬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884 我在保姆家玩 陳芳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914 餅乾世界50年: 何仲森80記事 何仲森口述; 洪云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041 房客 廖英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3058 房客 廖英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089 天地一沙鷗: 蕭清祥七十書畫作品集 蕭清祥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096 學甲庄鄉土誌 李雄揮譯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26 臺灣傳統零售市場產業之分析 許介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33 李春雄老師升等著作之教學實務報告彙編 李春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57 (漢;符)視覺設計創作報告 曹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88 無悔翁詩集: 附哀榮錄 黃天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95 血戰瓦魯班 趙振宇著 初版四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芳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仲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春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曹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雄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英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清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雅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柏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祖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32 髮型設計. 上: 剪髮.燙髮.染髮.吹風 陳雅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3966 髮型設計. 下: 包頭.整髮 陳雅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49 室內裝修木作常用施工大樣 鐘友待, 鐘仁澤著 増修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63 辣筆小新盧毓騏書藝展 盧毓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00 風景在旅行 嚴志芳攝影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94 超級團隊與個人競爭力 許成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24 禁錮 過路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48 Constellations 邱士博攝影.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86 馮海生紀念展專輯 馮海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393 寫生與造境: 水墨畫創作論述及實踐 郭哲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23 阿呆宮日記 林豐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16 拼回, 完整的自己: 巴曲花精情緒拼圖使用手冊徐婉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毓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嚴志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鐘友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哲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宇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士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艷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成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過路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婉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54 不勇敢的突破: 魯蛇工程師也能環遊世界 柯齊, 阿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78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廖運潘作 修訂三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53 墨染方圓 黃秀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60 票據喪失與救濟問題解析 林春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3560 票據喪失與救濟問題解析 林春鏞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84 澄清湖的容顏 莊金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38 是無心或有意: 蔡婉馨作品集. 2007-2017 蔡婉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751 印象.二空 許碧梅作.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744 曼陀鈴初級教本 黃舒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768 智慧型行動載具之多重監控整合系統設計與實務曾清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775 賦稅法學緒論 張蔚德編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莊金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運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立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家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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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舒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清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婉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碧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799 真理活命的話: 聖經詩詞 范義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12 警察勤務考試攻略 陳淑雲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43 槐盧散記 鍾吉雄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98 Fun心玩: 早期療育親子互動導引書 陳俞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3904 早療課程在通用學習設計原則之發展與實踐: 教學實務技術報告陳俞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55 電影符號. 2, 有情、碰撞、如幻與另一種的電影世界鄭錠堅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48 蛙趣: 周家旭水墨創作集. 2016-17 周家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512 說不出的愛 陳意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147 兩岸之路 梁君新作 第四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116 我的信仰生活: 許李錦雲八十年的屬靈盛筵 許李錦雲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15 普通物理學 Z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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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義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家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意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俞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錠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淑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鍾吉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云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明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君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許李錦雲



9789574344567 <>案例集 鄭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642 我把我的青春給你 陳利涴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03 新台球理論(簡體字版) 傅文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34 散戶醒思 周錦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41 信用狀統一慣例實務 蔡輝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58 歲時祭禮與擇日: 以臺北五大家族為例(陳悅記、許標重、仙景李氏、劉和林、林成祖)林育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25 大哥的女人 蕭奕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70 財神總統天贏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14 萬象返真: 楊年發作品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106 佛學梵慧譯文覺世講解集本 覺世, 梵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229 和むすび: 日本の食文化とことば 柴田智子, 羅俊傑, 羅麗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利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文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年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育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奕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錦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輝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岳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柴田智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04 太古之上 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80 警械使用條例解析案例研究 施俊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97 夢蝶系列賴新龍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19 往光亮的方向: 張亨教授紀念文錄 彭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33 執子之手 與子同遊: 西班牙自助之旅 謝燕雲文; 王智銘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95 夜羽冰風 羽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57 八十回顧 孫光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25 畫說七十年: 一幅畫一首詩幾多小故事 廖清標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49 阿利之旅 林佩郁, 鄧葶涓作; 李佳, 吳佳盈, 陳怡如繪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63 小小草的心語 悠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31 返 季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新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毅

來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俊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葶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邦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冠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清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燕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昕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褚喻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878 樸實最美: 道德經天命信仰 耿大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64 音樂.語言.圖像: 古中國帝王時期文獻資料中文人世界觀與「文人音樂」(文人琴樂)的理解郭羿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82 預約快樂 溫孟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0955 窺見魔鬼的容顏 夏鑄九著 平裝 1

9789863071099 異質地方之營造: 理論與歷史 夏鑄九著 平裝 1

9789863071235 異質地方之營造: 公共空間、校園以及社區營造夏鑄九著 平裝 2

9789863071242 異質地方之營造: 由城流鄉動到都會區域 夏鑄九著 平裝 2

9789863071266 性別、社會與空間讀本 姜蘭虹, 宋郁玲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1273 兩岸談判與協商: 從白手套到官方接觸再到? 邵宗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1280 懶惰的權利以及其他 保羅.拉法格, 希爾斯.克爾著; 陳蒼多譯 平裝 1

9789863071297 奎澤石頭記: 三十年詩選 奎澤石頭作 平裝 1

9789863071303 異質地方之營造 夏鑄九著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71310 莎士比亞的詩歌紀念碑 威廉.莎士比亞等原著; 傅正明譯著 平裝 1

9789863071327 指尖上的敲打樂: 性/別文化評論集 孫瑞穗著 平裝 1

9789863071327 指尖上的敲打樂: 性/別文化評論集 孫瑞穗著 平裝 1

9789863071334 孫中山先生的最後一百天 莊政著 平裝 1

9789863071341 紅面觀音及跨境觀音文化研究: 世界華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楊松年, 釋果華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1372 島鄉蔓延詩集 許水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642 翻開聖經前,你最想知道的10個問題 劉曉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7988 金門紀念品: 從在地鑲嵌到文化創意的實踐 黃茱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08 亮點名人與藝術家特寫 陳龍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15 學習型城市與社區學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309 心象.清漪: 郭心漪創作集. 一 郭心漪作 精裝 1

9789869431316 心湖.漣漪: 郭心漪創作集. 二 郭心漪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7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羿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溫孟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耿大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真工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710 終生瘦用211全平衡瘦身法 宋晏仁, 梁惠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27 全彩圖解精油芳療應用全書(初學至考照專業指南)呂秀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34 這些藥不能一起吃!: 遠離藥物交互作用100例 花蓮慈濟醫院藥劑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3986 皇家艦隊. 6, 鬼面 約翰.弗拉納根(John Flanagan)文; 崔容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3553 一起去探險 朱惠芳作; 木棉繪畫工坊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560 早起的我看見了什麼? 金波作; 海倫琳.弗裡亞斯佩尼亞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577 野葡萄 葛翠琳作; 凱爾.郭爾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584 我家裡有個妖怪 王蕾作; 凱薩琳.格雷羅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591 爸爸送我的一捧星光 郭亞文作; 大衛.巴托洛梅奧.薩爾韋米尼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607 大嗓門河馬 朱惠芳作; 木棉繪畫工坊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14 不要隨便摸我 朱惠芳作; 木棉繪畫工坊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21 長大後我要娶媽媽 朱惠芳作; 木棉繪畫工坊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38 地震的秘密 朱惠芳作; 譚小柳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45 親愛的外婆 朱惠芳作; 木棉繪畫工坊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52 超級兔保母 朱惠芳作; 木棉繪畫工坊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69 歡迎來到百鳥國 張冬梅作; 童畫小巫繪 一版 精裝 1

9789866013676 最親愛的爺爺: 認識生命與死亡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683 抓住霸王龍: 恐龍的種類和生活型態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690 小丑毛毛蟲: 毛毛蟲到繭再到蝴蝶的生長過程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06 兔子郵差: 動物們的家及家的不同作用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13 小種子的旅行: 植物種子的傳播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20 牙齒村: 牙齒的功能與重要性,如何愛護牙齒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37 住在冰箱裡的雪人: 我們能不能一直待在我們喜歡的季節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44 我最大: 認識世界上最大的哺乳類動物藍鯨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51 和外星人捉迷藏: 認識太陽系中各個行星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68 美麗的家: 工地上的各種工程車及樓房建造過程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75 風來了: 風的各種作用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013782 黑點點: 認識螞蟻的分工、洞穴、生活習慣 米吉卡作.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4240 父母學堂: 新手父母課程 楊俐容, 邱鏛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300 拓犮黎的歷史. 第一部份: 伊斯蘭教前時期 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34317 拓犮黎的歷史(譯文1). 第一部份: 伊斯蘭教前時期. 第一冊, 開天闢地篇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4324 拓犮黎的歷史(譯文2). 第一部份: 伊斯蘭教前時期. 第二冊, 人種族群篇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4331 拓犮黎的歷史(譯文3). 第一部份: 伊斯蘭教前時期. 第三冊, 古聖先賢篇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4348 拓犮黎的歷史(譯文4). 第一部份: 伊斯蘭教前時期. 第四冊, 早期王國篇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耕心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氏書坊



9789869434355 拓犮黎的歷史(譯文5). 第一部份: 伊斯蘭教前時期. 第五冊, 波斯君王篇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ḥammad bn Jarīr al-Ṭabarī)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4362 拓犮黎的歷史(中譯本概介) 徐正祥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593 驗光師/驗光生精選測驗題庫 朱泌錚等著 平裝 1

9789869063593 驗光師/驗光生精選測驗題庫 朱泌錚等著 平裝 1

9789869494908 食品技師真詳解(100年-105年試題詳解) 黃上品, 梁十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592 謹軒吟草(初集) 陳錫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301 登瀛詩集. 第1集 許賽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829 變臉的緬甸: 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843 倫敦河惡靈騷動 班恩.艾倫諾維奇(Ben Aaronovitch)著; 鄭郁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604 熟成蛋糕: 大人系甜點融合微醺酒香、醃漬果乾與香料香草,讓你愛上經時間沉澱的深奧風味磯貝由惠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34 重新定義人生下半場: 新中年世代的生活宣言 芭芭拉.布萊德里.哈格提(Barbara Bradley Hagerty)著; 賴皇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65 財富之城: 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 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 陸大鵬, 張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472 旅行,教孩子學會勇敢 詹姆士.坎貝爾(James Campbell)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07 普丁的國家: 揭露俄羅斯真實面紗的採訪實錄 安妮.葛瑞兒(Anne Garrels)著; 楊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14 異能時代II: 美麗新世界 馬可斯.塞基(Marcus Sakey)著; 林詔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21 當令蔬果營養全書: 229種蔬果食用知識, 安心選用、正確調理, 吃出健康好生活吉田企世子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38 豆腐百珍: 一百道江戶古法傳授的豆腐料理 福田浩, 杉本伸子, 松藤庄平著;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3845 怪奇地圖: 從虛構想像到歷史知識, 115幅趣味地圖翻轉你所認知的世界艾許利.班頓-威廉斯(Ashley Baynton-Williams)著; 張思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52 蜂 拉琳.波爾(Laline Paull)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69 冰盒甜點: 不用烤!1攪2疊3冰,80道美味蛋糕、塔派、布丁、冰淇淋輕鬆完成!朱麗安.拜爾(Julianne Bayer)著; 何修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76 老派東京: 編輯長的東京晃遊札記 嵐山光三郎著; 顏昀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890 天空塔黑巫再現 班恩.艾倫諾維奇(Ben Aaronovitch)著; 林詔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247766 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 紅毛猩猩與天堂鳥之地 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著; 金恆鑣, 王益真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81908 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 紅毛猩猩與天堂鳥之地 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著; 金恆鑣, 王益真譯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81915 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 紅毛猩猩與天堂鳥之地 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著; 金恆鑣, 王益真譯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9044 <> 飯田桐子作 平裝 1

9789869219051 非凡: 索卡25週年 蕭博中,鄭嘉瑩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0113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及設備 吳芳賓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304 電子,信號,與通訊創新科技研討會壁報論文集. 2015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366 微積分 林泓生等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649 上水水質分析實驗 黃政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0878 五專數學 吳文洪等合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80892 五專數學 吳文洪等合著 三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索卡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高元進階智庫



9789863780915 品質管制與管理 潘忠煜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80946 微積分 喬國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1004 噪音振動控制 張錦松, 張錦輝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781035 熱傳遞 Frank P. Incropera等原著; 徐金城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042 大學國文選 傅含章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1059 普通物理實驗 陳華明等編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81066 大學物理實驗 蔡政男, 林燈河, 陳國昭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1097 研究方法 梁世武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103 軌道工程學 黃漢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011 分析化學 岡田哲男, 垣內隆, 前田耕治原著; 黃遠至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110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127 數控工具機原理與實習 陳天生, 黃寶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1134 ZnO及LiF摻雜對Li0.058(K0.480Na0.535)0.966(Nb0.9Ta0.1)O3無鉛壓電陶瓷性能改善之研究裴慶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141 中華民國憲法: 案例解析 楊東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832 組織本體: 事業永續發展的關鍵秘密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49 墨影餘韻: 藝術創作思維與實踐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56 國家轉型: 中華民族發展藍圖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63 價值再造: 企業轉型進化藍圖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343 從生命轉彎處再出發 黃文樹等合著; 黃淑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350 室內設計與風水學的教學實務技術報告 覃瑞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599 菸煙一熄 時兆編輯部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704 教會復興的4個關鍵密碼 喬瑟夫.基德(Joseph Kidder)作; 張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620 布拉姆斯聯篇歌曲研究<>吉普賽之歌 王志成著 其他 1

9789869288637 貝多芬聲樂作品研究<>致遙遠的愛人 王志成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006 今天也吸收了貓咪能量 津田蘭子著; 張育銘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2435 道地の日本家常菜 吳文智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庫克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0

祐安大斅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真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312 歸途. 第一部, 納席華 子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329 萬歲 乃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7189 問問題 湯米溫格爾 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196 消防員你好! 艾可菲文; 馬修莫德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202 完美小孩 艾可菲(Escoffier)文; 馬修莫德(Matthieu Maudet)圖; 賴羽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233 自然之聲 李馨雅文; 楊恩生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240 獅子與鳥 瑪麗安杜布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7257 米可的百變抱枕 黛拉可瓦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264 擁抱你.擁抱我 莫娜莉文; 達薇蒂圖; 何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271 什麼?什麼?藏起來! 亞瑞尼烏絲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7295 小雞換聲音 佐藤脇子文; 二俣英太郎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301 你有沒有聽見我的心跳? 克里歐麗文; 波森堤妮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318 一定要帶帽子來 賽門菲利浦文; 凱特辛德利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325 諾亞方舟 法蘭西斯卡文; 朱里安諾圖; 黃玉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7332 我知道是誰 王宇珊文; 吳楚璿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349 桃花源記 陶淵明文; 尹芳吉伯, 丹尼納諾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7356 誰在微笑? 米津祐介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7363 今天萬歲! 布萊恩萬(Brian Won)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387 聰明好主意 王宇珊文; 瓦狄米爾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7400 鼠牛虎兔 王家珍文; 王家珠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7417 龍蛇馬羊 王家珍文; 王家珠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7424 猴雞狗豬 王家珍文; 王家珠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7431 不是我,是小怪獸! 西恩法洛文; 查理斯.聖多索圖; 何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6656 全球最佳程式學習玩具Dash & Dot玩出程式力 格林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7448 珍珠寶盒 王宇珊文; 尹芳吉伯, 丹尼納諾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6383 Moving Up: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Nicholas Sampson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574456390 Moving Up: Listening and Conversation Nicholas Sampson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574456413 全球在地化的文化翻譯 李根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505 語言學綱要 葉蜚聲, 徐通鏘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536 在後戲劇浪潮之後: 當代德國劇作選. 2 安雅.希苓(Anja Hilling)等著; 陳佾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611 Graded grammar exercises Andrew Cribb, Lynn Sauve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456628 Graded grammar exercises Andrew Cribb, Lynn Sauve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456635 Graded grammar exercises Andrew Cribb, Lynn Sauve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456666 巢語: 建築美學的行旅與哲思 金澤光著 平裝 1

9789574456673 Chicago論文寫作格式 Kate L. Rurabian著; 邱炯友, 林雯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680 劇場燈光設計與實務 李東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697 TOEFL ITP考點攻略: 征服iBT90最佳指南 羽角俊之著 其他 1

9789574456734 創作之旅: 背包客劇團劇本集 周力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758 英文詞彙5000容易學 陳坤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6765 兩岸三地合約法主要詞彙 陳可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6789 動物們的讀書會: 繪本職人的閱讀地圖 賴嘉綾著 平裝 1

9789574456802 文學翻譯自由談 余光中等作; 彭鏡禧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826 英美詩歌品析導讀 張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963 探索翻譯理論 Anthony Pym作; 賴慈芸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格林文化



9789574456970 魯拜集 奧瑪珈音原著; 魏志成書法; 費氏結樓英譯; 黃克孫衍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007 臺灣電影百年漂流: 楊德昌、侯孝賢、李安、蔡明亮戴樂為, 葉月瑜著; 曾芷筠, 陳雅馨, 李虹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014 Facebook-assiste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vestigating EFL college learners' english proficiency,self-efficacy, an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Pei-Ling Yang[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038 英文作文輕鬆得分指南 陳坤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052 托福.GRE.SAT字彙隨身讀 Sharon Weiner Green, Samuel C. Brownstein, Mitchel Weiner原著; 書林編輯部, 王建文中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457069 無愛時代的詩意告白: 當代法國劇作選 雅莉珊徳拉.巴代阿(Alexandra Badea)等著; 周伶芝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076 圖像敘事研究文集 張淑麗等作; 馮品佳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083 彩虹島 Christie Hsiao著; 曾郁翔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113 張錯詩集 張錯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457120 張錯詩集 張錯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57137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3, IELTS writing task one(academic module)Andrew Guilfoyle[作]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57144 Practical IELTS strategies. 4, IELTS writing task two(academic module)Andrew Guilfoyle[作] 2nd ed. 平裝 1

9789574457151 英語教學的文學觀點 莊坤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168 兩岸三地侵權法主要詞彙 陳可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175 男孩與海龜的冒險日記 Michael Angelou作 平裝 1

9789574457182 芬尼根守靈: 墜生夢始記 James Joyce原著; 梁孫傑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6901 Intercultural Inquiry: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film analysis,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ervice,and autobiographyJia-Chyi Yan[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6610 重生之名流巨星 清羅扇子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6917 X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小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866979 X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小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67020 酷愛嬌萌妻 春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037 挑戰天菜的定力 云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044 頭號纏妻老公 黑田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051 撞見真命男神 洪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068 三少之超強魔力 冬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112 一代軍師 淺綠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7129 左不過高冷罷了 桃桃一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7136 貪藍無厭 阮笙綠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867143 伊人難為二部曲. 10, 討債不忘加利息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150 喜劫孽緣. 上, 地府的嬌客 萌晞晞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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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10238 真想立刻去上班: 悠遊職場16式 晉麗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238 真想立刻去上班: 悠遊職場16式 晉麗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10771 民事訴訟法 林家祺, 劉俊麟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10788 強制執行法 蘇盈貴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0795 行政程序法 王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801 拉慢飛的孩子一把: 淺談發展障礙的兒童 杉山登志郎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863 陪伴你的力量: 澤爸的親子日記 魏瑋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財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6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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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08615 流轉 高敏作 平裝 1

9789869408622 當西方哲學壓向中國思想: 兩種相反思維的秘密孫大駱著 平裝 1

9789869408639 滄桑與感懷: 龐慎言文集 龐慎言著 平裝 1

9789869408646 北極風暴之海冰行動 劉安國著 平裝 1

9789869408653 Prospects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 new age Edited by Chin-mo Cheng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456 復返: 21世紀成為原住民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著; 林徐達, 梁永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463 客家竹枝詞創作500首 劉得相, 謝賜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79 想像與真實交匯的擬像心世界: 方彩欣數位影像創作解析方彩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000 隱逸詩人: 陶淵明 蔡日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82 創國奠基: 努爾哈赤 李治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199 獨立戰爭的革命浪潮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05 拿破崙叱吒風雲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12 英文商用書信範例集 Mile R. Mcgarry, Christopher W. L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29 爭議君主: 王莽 榮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36 平民皇帝: 劉邦 季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43 英文履歷與面試範例全書 吳湘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50 多元化的世界格局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67 政壇才子: 王安石 李勤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74 軍國主義的世界大戰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781 威震四海: 漢武帝 榮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009 不要只學英文,重灌你的頭腦 Chinglish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858 冬之春 生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72865 鴛鴦 生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126 半山與二二八事件: 先見、冤屈、善後 林德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3126 半山與二二八事件: 先見、冤屈、善後 林德政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卿格立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699 臺北不來悔 米奇鰻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081705 戀愛沙塵暴 溫郁芳, 張可欣原著劇本; 星期一回收日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712 荼蘼 徐譽庭原著劇本; 薪鹽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729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9789866081736 大唐玄筆錄. 第三集 練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750 姜老師,妳談過戀愛嗎? 簡嘉誠漫畫; 王小棣, 柯雁心, 吳怡靜原著劇本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77 真理大學教學實務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104學年度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58577 真理大學教學實務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104學年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508 牠們: 恐龍時代 楊楊文字; 趙闖繪畫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710 [荻生笛聲-蔡佳芬長笛雋永集]東西謠想新臺風. 西風謠想篇財團法人臺北市荻生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78727 佈爾格彌勒25首<>Op.100: 鋼琴作品與教學探討林淑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78734 天鵝之歌 鍾家瑋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78741 Giuseppe Gariboldi給長笛與短笛的二十首練習曲張碩宇, 黃善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758 泰勒曼十二首長笛無伴奏幻想曲 黃貞瑛, 潘宗賢, 黃善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8641 寶石大全 李承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8764 松平家的心靈整理術: 學日本名門流傳數百年的心法,讓你活得更優雅.松平洋史子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01 行過地獄之路 理查.費納根(Richard Flanagan)作; 何穎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25 醫療大觀園: 避免成為看病劉姥姥的就醫指南 莊錦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49 尋味巧克力: 從眾神的餐桌到全球的甜蜜食品 武田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56 巧用阿Q定律讓你不再成為職場魯蛇 小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894 思秋期: 逆齡抗老不生病,迎接幸福晚年的60個身心保養術和田秀樹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00 巴戈狗豬豬 艾倫.布雷比圖.文;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8917 小公主的奇幻旅程 公若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24 教養的秘密: 無效管教Out,科學育兒In,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的新世代教養術王宏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48 語文力向上: 國文課沒教的事. 3 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55 一日三餐. 2: 瑞精靈&車珠媽的超好吃料理,美味更升級!2千元幸福餐桌, tvN<>製作團隊著; 張鈺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62 一起野餐吧!: 從貴族的時髦消遣到草地上的全民派對沃爾特.李維(Walter Levy)著; 陳品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79 拯救水資源危機 賽司.席格(Seth M. Siegel)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8986 解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 在故事中學會麥肯錫5大思考工具渡邊健介著; 蔡昭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8993 荒野的溫柔: 大角羊爸爸、獵人與雌鹿、惡熊安迪Lyno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006 打造暢銷潮流 高杉康成, 奧利佛.詹姆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013 老媽,這次換我照顧你 島田洋七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020 負債魔王 睫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369037 愛情,不過就是理解複雜,選擇簡單 正經嬸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044 宋朝妙新聞 吳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真理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益鳥科學藝術

原動力



9789571369051 第一次自己建國就上手: 上任有理,建國無罪,自己的政策自己訂!坂口恭平著; 王榆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068 夢土南極: 在探險家的足跡上,修行 尹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075 GOOD EYE臺北挑剔指南: 第一本讓世界認識臺北的中英文風格旅遊書郭佩怜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9082 談戀愛: JIA&YEH的愛情五四三(#談戀愛簡單啦)jiajiach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9099 艾倫.圖靈傳. 上: 破解密碼的戰爭英雄 安德魯.霍奇斯(Andrew Hodges)作; 林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9105 艾倫.圖靈傳. 下: 特立獨行的電腦之父 安德魯.霍奇斯(Andrew Hodges)作; 林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9129 早上斷食,九成毛病都會消失 鶴見隆史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150 睡回籠覺,是遠在天邊的空想 津村記久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167 和妳直到天涯海角: 帶著女兒用旅行張望世界 郝譽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174 成交在見客戶之前: 成為頂尖業務的五項修煉 梁懷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181 沒禮貌的蛋糕 若波特.沃特金斯(Rowboat Watkins)文.圖; 葛榮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9198 假如愛情聽不見 清閒丫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04 一個人的京都春季遊 柏井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11 江戶的食空間: 從街頭攤販到將軍的餐桌,日本料理就是這麼來的大久保洋子著; 楊孟勳, 陳令嫻, 林品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28 牛郎謀殺案 馬赫梅.穆拉特.索瑪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35 愛情的規律與範圍 張國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42 親吻謀殺案 馬赫梅.穆拉特.索瑪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59 先知謀殺案 馬赫梅.穆拉特.索瑪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66 寧靜謀殺案 馬赫梅.穆拉特.索瑪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73 總統川普: 讓美國再度偉大的重整之路,將帶領世界走向何處?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著;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80 臺灣國防變革 黃煌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297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偏鄉小醫院的血與骨、笑和淚劉宗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03 現代人的生活智慧 戴朝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10 近看兩蔣家事與國事: 一九四五-一九八八軼事見聞錄鄭佩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27 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 V.S.奈波爾(V. S. Naipaul)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34 有一個銀蛋叫彼得,從小生在大醫院 傅志遠 Peter F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41 島上的旗幟 V.S.奈波爾(V. S. Naipaul)著; 劉韻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58 艾薇拉投票記 V.S.奈波爾(V. S. Naipaul)著; 劉韻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65 無法想像生活沒有咖啡 佐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72 血型小將ABO 朴東宣作; 彭玲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89 夢卷 田丸雅智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02 參療: 人參有宜也有忌,對症吃參才養生! 党毅, 陳虎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19 章詒和散文集: 句句都是斷腸聲 章詒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33 我們一無所有 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40 戀愛這種病: 解讀自我與對方的人格,診斷愛情的現在與未來岡田尊司著;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57 大發現: 一場以科學來型塑世界的旅程 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作;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64 貓劍客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571369495 採珠勿驚龍: 鬼雨法螺 二郎神犬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501 別生氣,我又不是在說你 韓國輝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9518 大步向前: 改變25萬非洲人命運的日本爺爺寫給你的一封信佐藤芳之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525 袒露的心 平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532 紫禁城裡很有事: 明清宮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王一樵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69556 大查帳: 掌握帳簿就是掌握權力,會計制度與國家興衰的故事雅各.索爾著; 陳昌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563 朋友與敵人: 哥倫比亞大學X華頓商學院聯手,教你掌握合作與競爭的張力,當更好的盟友與更令人敬畏的對手亞當.賈林斯基(Adam Galinsky), 莫里斯.史威瑟(Maurice Schweitzer)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570 品牌的技術和藝術: 向廣告鬼才葉明桂學洞察力與故事力葉明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594 最後瞬間的美好: 17年安寧療護工作,47則平靜安詳邁向終點的真實見證珍妮特.威爾(Janet Wehr)作; 謝凱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00 包公哪有那麼黑: 你所不知道的包青天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17 人生大事之最好的自己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呂禧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24 梅乾與武士刀 樋口清之著; 張雅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31 親愛的,你今天快樂嗎?: 拋開焦慮、疲倦、憂鬱, 當自己的心理醫師游乾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48 人生大事之最好的生活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吳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55 藝術家的煉金術: 三十三位頂尖藝術家的表演論莎拉.桑頓(Sarah Thornton)著; 李巧云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369679 變身妮可: 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愛彌.埃利絲.諾特(Amy Ellis Nutt)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86 鬆綁之書 許常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93 感謝之書 許常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09 我在紐約當農夫: 全球最大的屋頂農場如何創造獲利模式,改變在地飲食安娜斯塔西亞.普拉基斯(Anastasia Cole-Plakias)著; 甘錫安, 溫澤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16 成交的勇氣與技術 梁懷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30 學習,玩真的! 蔡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54 「出租大叔」日記 西本貴信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47 人生大事之最好的工作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85 旅行之書 許常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92 放下之書 許常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08 動,找回身體的快樂: 結合呼吸、筋膜釋放與感知的練習,打開身心的結,進行覺知之旅Rachel Tsa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15 愛該有五個情人: 愛的100個提醒 許常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22 母愛真可怕? 許常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39 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 杜拉克的52週教練課,學習高效領導、探索人生價值約瑟夫.馬齊里洛(Joseph A. Maciariello)著; 許瑞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46 花日子: 享受吧!轉換生活氣氛的32個花草提案 Nana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84 收藏沙子的人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07 豬豬愛說謊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9914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 野島剛由小見真的文化觀察野島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304 叩鐘集(簡體字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9836 異世流放. 13, 生命之子來也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843 異世流放. 14, 攘外必先安內 易人北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850 穿越?讓專業的來 花匠先生著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9867 觀情齋之貳: 回魂記 青丘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874 異世流放. 15, 祭司大人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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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18201 盛唐文物鑑賞 昭陵李勣墓誌銘釋文 天文宮文化工作小組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8218 天文藝萃. 第二輯 蔡永文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3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冠科) 釋開仁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393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冠科) 釋開仁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400 守護回家的路: 枋寮人的記憶與技藝傳承 陳玫翌作 平裝 1

9789869411400 守護回家的路: 枋寮人的記憶與技藝傳承 陳玫翌作 平裝 1

9789869411400 守護回家的路: 枋寮人的記憶與技藝傳承 陳玫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金興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高市若水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市天文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91

送存冊數共計：91

高雄文殊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雲文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235 高雄市若水書會會員展作品集. 二0一七年 秦光武, 陳慧山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8740235 高雄市若水書會會員展作品集. 二0一七年 秦光武, 陳慧山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9935 百工百業之美: 高雄市高青攝影學會創會四十五週年聯展紀念周英傑等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209 高雄市書畫學會紀念創立50週年邀請新加坡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書畫展集王之麒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1869 望角系列攝影展. 2016: 第三屆望角盃學生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專輯張珠君, 吳昭憲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8459 風雲際會: 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展. 2016黃澤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430 Thailand: The Right Kind of Tiger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47 Brazil: Devil in a Twister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54 Greece: Why Ask Why?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85 Tanzania: A Scream in the Night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70004 Taiwan: Just in Time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70011 Peru Too: Reunion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70028 Finland: The Mysterious Triplets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70059 Peru: Questions and Answersnd Answers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648 一次就考到雅思寫作6.5+: 運用中西諺語,寫出高分作文好論點!柯志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655 iBT新托福閱讀: 解構式學習,化繁為「剪」 王盟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662 猴腮雷雅思口說7+2 陳幸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686 科技人邁向國際的必備關鍵英單加句型 CF Hs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693 餐飲人邁向國際的必備關鍵口說英語 陳怡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00 圖解式英文初級文法: 看希臘神話,4週文法速成邱佳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817 英文文法沒這麼難: 我靠哲學名句 找回學文法的勇氣!許貴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824 94狂魯蛇的偽英語課本 陳怡歆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1945 創新通識課程與教學之研究. 二 邱才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1952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一冊 陳文希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旅郵者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望角攝影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高青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高雄復文



9789863761969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一冊 陳文希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1976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二冊 陳文希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1983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二冊 陳文希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1990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三冊 胡祁人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003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三冊 胡祁人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010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四冊 黃光勝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027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四冊 黃光勝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034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五冊 謝敏芳, 李永鋼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041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五冊 謝敏芳, 李永鋼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058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六冊 陸曉紅, 陸其美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065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六冊 陸曉紅, 陸其美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072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七冊 管豔, 吳華寶, 黃乃斌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089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七冊 管豔, 吳華寶, 黃乃斌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096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八冊 吳華寶, 王超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102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八冊 吳華寶, 王超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119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九冊 李永鋼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126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九冊 李永鋼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62133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十冊 邸允峰等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62140 國學經典欣悅讀. 第十冊 邸允峰等編著; 薛賢榮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730 萬天帝主玉皇上帝 沈武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209 2016丙申年第三屆全國扶鸞觀摩大會鸞文彙集 福建東山伏魔聖者聖駕巡禮影像紀實參與扶鸞之廟堂宮殿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72 藍色簾子: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王心運, 林慧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5272 藍色簾子: 敘事醫學倫理故事集 王心運, 林慧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89 續: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105級大體感恩手冊高雄醫學大學後醫學系第壹零五級同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381 不偽裝的勇氣: 活出最真的你 畢潔絲(Mary Pytches)著; 宋雅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398 聖潔帶來釋放 艾傑奇(John Eldredge)作; 蔡淑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404 天啟的雷聲: 畢德生陪你讀啟示錄 畢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 屈貝琴, 黃淑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411 第一次默想就上手 金元泰著; 李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428 第一次默想就上手(簡體字版) 金元泰著; 李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473 回家的渴望: 與盧雲一起再思浪子回頭 盧雲(Henri J. M. Nouwen)作; 徐成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480 浪子回頭: 一個歸家的故事 盧雲(Henri J. M. Nouwen)作; 徐成德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5527 被釘十架的王: 重新認識馬可福音中的耶穌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申美倫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醫大解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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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意誠堂關帝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1

高雄道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304 八字奇門遁甲萬年曆 一善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311 八字算命與生活改運 一善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191 莫高窟的美麗與哀愁 王柏鐺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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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7084 好命密碼: 數字磁場的魅力. 概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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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5807 雞婆的力量: 一介歐巴桑X十八年校園申訴案的心情追跡黃俐雅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447 丁酉年東亞天文農曆. 2017 布萊恩.濟慈(Brian Keats)作; 溫鵬, 劉光樹譯 平裝 1

9789868725461 自由的哲學: 一種現代世界觀的基本概述依據自然科學方法對心性的觀察成果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華文編輯小組責任編輯; 王俊翻譯1版 精裝 1

9789868725478 Happy jack 陳安妮(Anika King)改寫.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1627 醫學新紀元 贏戰大腸癌 謝銘鈞口述; 陳亞南執筆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81627 醫學新紀元 贏戰大腸癌 謝銘鈞口述; 陳亞南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800 離你最近的一顆星 Champ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929 我們的文學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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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42788 臺灣產業進出口趨勢分析 李祺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01 臺灣產業群聚發展地圖. 2016 陳嘉茹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18 前進印度: 掌握當地智慧行動終端產業與連結車載終端應用之新商機呂珮如, 葉恆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25 後物聯網時代, 智慧機器大趨勢 侯鈞元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32 臺灣產業地圖. 2017年 鍾俊元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宬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本教育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8

益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9789862642856 新興市場商機探索: 印度 工研院IEK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63 我國電動車輛應用解決方案於東盟商機與發展策略: 以菲律賓為例蕭瑞聖, 石育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70 智慧健康醫療系統方案輸出商機探索 黃裕斌, 林淑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87 臺灣有機矽產業的潛力產品與投入策略探討 劉致中, 蕭亞漩, 蕭婷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894 智慧科技在關鍵製造業應用與技術布局策略計畫執行規劃: 汽車零組件產業蕭瑞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00 智慧系統應用之感測模組發展策略. 全球篇 黃仲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17 智慧系統應用之感知模組發展策略. 臺灣篇 謝孟玹, 黃仲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24 臺灣健康照護之科技應用策略. 精準醫療篇 游佩芬, 蔡孟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31 臺灣健康照護之科技應用策略. 互聯健康篇 林怡欣, 劉美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48 智慧科技在關鍵製造業應用與技術布局策略. 工具機篇熊治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55 智慧科技在關鍵製造業應用與技術布局策略. 印刷電路板篇董鍾明, 熊治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62 智慧科技在關鍵製造業應用與技術布局策略. 石化/化工篇葉仰哲, 何世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79 臺灣電子產業新機會: 運用智慧機器切入智慧製造之探索侯鈞元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846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題示例 管美蓉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7536853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題示例 管美蓉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961 彌撒曲集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編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02978 彌撒曲集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聖樂組編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02985 彌撒規程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6684 土地價值的公平分配: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黃國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241 如何讓孩子知道我們離婚了?含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第2版 平裝 1

9789869258265 談收養: 愛的條件與無條件 白麗芳, 李芳玲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413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問答集及參考範例彙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5843 臺灣種苗業者名錄. 2016 吳素鳳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588 有鳳來儀 玉堂華采: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7 中華花藝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地政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苗改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會計研發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5250 味在酸鹹之外: 臺灣飲食踏查 林明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3669 癌症用藥手冊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33676 安全用藥快問快答600題 財團法人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276 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16年 汪威錞, 葉長城, 羅絜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3669 觀.照: 林雪卿創作展 林雪卿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543607 60年代旅巴黎臺灣畫家展 鐘有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740 潛盾隧道的耐震檢討 蘇藤成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525 白陽一貫儀規 方嚴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47787 呂帝心經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編 增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4068 常玉版畫全集 衣淑凡[著]; 李宥薰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6290 甘露法門: 解脫道與佛菩提道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6018 臺中市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第一版 其他 2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行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青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寶光聖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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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研發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9249 效勞願行: 效勞生的故事. 第三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9249 效勞願行: 效勞生的故事. 第三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9351 伊甸國際暨兩岸年報. 2013-2014 吳淑芬, 鄺偉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578819368 有志伊同: 因著愛,美意善行的志工故事 陳俊良等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3936 兩岸博物館新能量價值論壇論文集. 2016　 釋如常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4574223 佛.緣: 河北曲陽白石佛教造像藝術展 如常主編 平裝 2

9789574574230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Venerable Man Gua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4574247 我的小宇宙. 國小高年級 吳正宏等編寫; 滿觀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574254 心中的陽光. 國小低年級 陳宗逸等編寫; 滿觀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574261 溝通一把罩. 國中組 蔡清波等編寫; 滿觀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574278 把愛傳出去. 國小中年級 施昀廷等編寫; 滿觀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654 如是我聞 佛的一生 毘亞難陀 化普樂尊者(Bhante Walpola Piyananda), 史帝芬龍(Stephen Long)作; 蔡稔惠譯精裝 1

9789579414661 當下一念心: 智者大師<>釋禪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9789579414685 禪關策進講要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9789579414685 禪關策進講要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007 三分鐘好療癒: 香光安詳操 釋自祺編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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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451 Prospects and perspectives. 2016 Tai-lin Chang等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600 環境合唱戲劇「莎瑪娜」有聲書 黃信維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8617 采篊人聲: 洪良一合唱作品曲集 黃信維編輯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佛陀基金會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肺病防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607 肺高壓的診斷與治療準則 賴玉玫編輯整理; 徐紹勛翻譯校對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889 此路加恩 林裕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68896 表明的工作: 腓立比書. 第二章 林裕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479 非鐵新興市場特輯. 2016. 鎂金屬篇 洪鼎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866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26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4873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3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104 黑孩子 陳怡揚腳本.繪圖; 潘晌仁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7328 四分律比丘戒本講義 釋廣化註述 三版 精裝 2

9789579887335 四分律比丘戒本講義親聞記 釋廣化講述; 釋宏泰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579887335 四分律比丘戒本講義親聞記 釋廣化講述; 釋宏泰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573084549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 弘一大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3700 定向與行動理論與實務全集 William R. Wiener, Richard L. Welsh, Bruce B. Blasch編著; 張千惠等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423717 定向與行動理論與實務全集 William R. Wiener, Richard L. Welsh, Bruce B. Blasch編著; 張千惠等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923 財產保險經營 廖述源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7516923 財產保險經營 廖述源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7516947 保險經營與監管 鄭濟世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516947 保險經營與監管 鄭濟世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516954 保險法規概要 王正偉修訂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518 對話與改變: <>原住民族教育論壇實錄 尤天鳴等作; 王雅萍主編 其他 上冊 1

9789869222518 對話與改變: <>原住民族教育論壇實錄 尤天鳴等作; 王雅萍主編 其他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散那福音傳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秋圃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9789869222525 對話與改變: <>原住民族教育論壇實錄 尤天鳴等作; 王雅萍主編 其他 下冊 1

9789869222525 對話與改變: <>原住民族教育論壇實錄 尤天鳴等作; 王雅萍主編 其他 下冊 1

9789869222532 Pulima藝術獎. 第三屆 葉燕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8760 兩岸稅制變革趨勢: 臺商對反避稅制度的認識與因應史芳銘, 游博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498760 兩岸稅制變革趨勢: 臺商對反避稅制度的認識與因應史芳銘, 游博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498760 兩岸稅制變革趨勢: 臺商對反避稅制度的認識與因應史芳銘, 游博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498760 兩岸稅制變革趨勢: 臺商對反避稅制度的認識與因應史芳銘, 游博超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579498777 中國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2017 柯承亨主編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733 荒野遊蹤 陳格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613 安寧因藝術活得更美好: 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十年(2006-2015)林保堯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605 都市的治理與行銷 林純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519 走回星星的旅程: 宜玲詩語 張宜玲文字.繪圖 平裝 卷1 1

9789869308526 走回星星的旅程: 宜玲詩語 張宜玲文字.繪圖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0824 臺灣石化業發展史 薛化元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0824 臺灣石化業發展史 薛化元等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3858 陳昌蔚紀念論文集. 第八輯 舒佩琦主編 平裝 3

9789868253858 陳昌蔚紀念論文集. 第八輯 舒佩琦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4567 親子愛不礙: 大樹養成計畫. 2014 陳育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64581 親子愛不礙: 大樹養成計畫 陳育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64598 親子愛不礙: 大樹計畫公益講座. 2016 陳育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荒野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海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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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昌蔚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050 探討車聯網產業之重點廠商專利佈局與分析 樊晉源, 賴明豐, 謝佳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067 我國大學校園創業激勵方案成效研析 湯凱傑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074 主要國家專利維護趨勢觀測與專利維護評估指標李森堙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098 加強產學研合作鏈結之政策研究與規劃 葉芳瑜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157 SNDT奈米元件技術研討會. 2017(24th) Wen-Kuan Yeh等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703 CIC annual report. 2016 Editor Jen-Chieh Wang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681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紐西蘭白兔、蘭嶼豬之飼育與應用黃思偉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201698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實驗小鼠之飼育與應用周傳凱, 黃純芳, 蘇裕家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779 救恩,之後: 生命更長進,活出基督場的樣式 喬治.史威廷(George Sweeting)著; 石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793 小羊流浪記: 愛與真理的奇幻旅程 呂黛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809 五種愛之語: 享受恆久愛的祕訣 蓋瑞.巧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2287 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812 上帝的愛之語. 上: 盟約 席雅各(James W. Sheets)原著; 李明夏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4829 上帝的愛之語. 下, 全心愛神 席雅各(James W. Sheets)原著; 李明夏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4836 恢復猶太根源 羅伯特.海得勒(Robert D. Heidler)作; 黃善華, 黃胡曉姍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4843 眾水之聲 王光智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4850 經歷讚美的能力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張珮幸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4846 耶和華尼西 賴王秀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4867 活出你的命定 麥斯.蒙洛(Myles Munroe)原著; 林以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4874 聖靈全能的工作 柯希能(N. Krushnisky)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34881 作個成功的副手: 蒙召為副手的你,也能成為世界級的領袖達屈.席茲(Dutch Sheets), 克里斯.傑克森(Chris Jackson)著; 戴保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4898 超自然的釋放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吳美真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478908 行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李明夏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478915 超自然的釋放(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吳美真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8922 行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李明夏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4892 情緒傷害: 管教藝術篇 彭德修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4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9789577274892 情緒傷害: 管教藝術篇 彭德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08 情緒傷害: 讚美藝術篇 彭德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08 情緒傷害: 讚美藝術篇 彭德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15 情緒傷害 彭德修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15 情緒傷害 彭德修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22 情緒傷害: 快樂銀髮族篇 彭德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22 情緒傷害: 快樂銀髮族篇 彭德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4946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7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46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7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53 多姿多彩每一天: 澳洲基督教華人衛理公會柏斯感恩堂青少年CD創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74953 多姿多彩每一天: 澳洲基督教華人衛理公會柏斯感恩堂青少年CD創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7274960 聖靈的果子: 愛的禮讚 黃小石, 張德健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60 聖靈的果子: 愛的禮讚 黃小石, 張德健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77 跨越三個世紀的傳教運動(1865-2015): 內地會來華一百五十週年宣教論文集林治平, 吳昶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77 跨越三個世紀的傳教運動(1865-2015): 內地會來華一百五十週年宣教論文集林治平, 吳昶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84 愛在樂生 孫理蓮(Lillian Dickson)著; 芥菜種會編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84 愛在樂生 孫理蓮(Lillian Dickson)著; 芥菜種會編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91 芥菜籽故事集 林文婷, 張以牧採訪.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4991 芥菜籽故事集 林文婷, 張以牧採訪.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11 五月劫: 短篇故事集 袁樂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11 五月劫: 短篇故事集 袁樂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28 羊咩咩不見了 艾爾文.葛洛奇文; 阿斯堤德.韓恩圖; 徐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035 不能不說的悄悄話,孩子的性觀念從愛教起: 嬰幼兒到成年的健康性知識性健康醫學協會著; 游紫玲, 游紫萍合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42 減壓,從心開始: 紓解壓力的15種喜樂途徑 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著; 王宇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59 愛嚇人的刺刺 伊拉蕾雅.葛多齊(Ilaria Guarducci)文.圖; 潘小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066 開啟自閉兒的世界: 星媽的陪伴歷程 莊雅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73 馬偕的孩子說故事: 來看偕叡廉 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等著; 林一真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80 起初之初: 宇宙大爆炸的故事 解世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097 唐寶寶的幸福啟示: 諮商心理師母親與家人的真情告白葉貞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103 108天 劉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8678 出死入生 張洛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000 春秋集 余傳韜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127 一隻枯乾的手: 一位漸凍人見證神的大能 方素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134 效法基督 金碧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626 睿眼看國度: 小小思維可以改變國度 彭書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6633 40天微進修: 那些大人物給我的智慧結晶 黃友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31

基督更生團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誠教育事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信徒佈道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823 關鍵人才職能基準建置: 綜合零售業門市主管、綜合零售業區域主管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57830 高齡、少子、單身化衝擊: 變動中的商業與消費環境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57847 中小型批發零售業科技能力落點實作分析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47 中小型批發零售業科技能力落點實作分析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54 批發零售業創新趨勢與升級轉型策略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854 批發零售業創新趨勢與升級轉型策略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08 全球養老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6 黃毓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39 全球時尚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6 陳于恬, 黃曉莉, 李佩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7906 揮別錯別字 陳正治著; 任華斌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944 成語小劇場 岑澎維, 洪國隆文; 魏羽桐圖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7517951 林良爺爺說故事: 五月五度端午,九月酒慶重陽 林良著: 連世震, 李蓁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968 字的小詩. 2, 字字看心情 林世仁作; Barkley等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975 文學家的動物園 林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7982 不出聲的悄悄話 施養慧文; 魏羽桐等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868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年報. 2016年 吳台生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09284 承傳.寶筏: 先天道院五十週年慶特刊 湯學榮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767 但盡凡心. 十四 劉發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3728 完美!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3140 人權護衛與司法改革 李復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3140 人權護衛與司法改革 李復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5882 綺麗的海洋: 陽明海運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優勝作品成果專輯. 2016第六屆林宜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礎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2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岡法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陽光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753 創價藝文. 14 臺灣創價學會出版總局藝文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401029 浮雲人生彩筆隨: 風采諸羅詹浮雲創作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401036 曼妙多彩: 沈哲哉的繪畫世界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401043 鶴舞玄風: 陳丁奇書藝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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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1317 Species Begonias of the eastern himalayas of arunachal,indiaRekha Morris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51324 Ferns and fern allies of Taiwan second supplement Ralf Knapp[著] 平裝 1

9789869351331 Ferns and fern allies of Taiwan second supplement Ralf Knapp[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451 隨遇而安: 精神科教授簡錦標的人生故事 簡錦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3502 御遷主樣暨初代教主臺灣及各國佈教照片輯 賴朝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08 為你的不完美喝采 斯奎札托(Paolo Scquizzato)著; 上智文化事業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190 金融科技創新精選個案: FinTech 66 羅至善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121 新星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特輯: 土耳其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138 新星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特輯: 沙烏地阿拉伯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145 新星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特輯: 墨西哥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152 新星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特輯: 緬甸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169 新星五國ICT發展趨勢與商機特輯: 捷克 任上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206 全球智慧城市應用案例剖析 卜心智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213 全球5G發展競局與關鍵技術發展趨勢 NIKKEI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220 臺灣數位影視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6 曾家宏, 簡祐延作 平裝 1

9789575817237 臺灣數位遊戲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6 李易鴻, 曾家宏作 平裝 1

9789575817244 臺灣數位閱讀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6 陳泱璇, 曾家宏作 平裝 1

9789575817251 臺灣數位音樂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6 簡祐延, 曾家宏作 平裝 1

9789575817268 臺灣網路社群使用型態與消費分析. 2016 陳泱璇, 曾家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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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生佛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506 會計師查核報告重大變革: 新式查核報告解析與例示周建宏, 陳耀宗, 徐永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513 公司治理策略地圖: 提升公司治理評鑑之必備步驟張明輝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1520 稅法教育改革與現代法治國家暨臺灣最佳稅法判決. 2016葛克昌, 劉劍文, 吳德豐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109 聖物廕福興: 大里杙福興宮文物的文化資產分析與歷史詮釋李建緯, 林仁政, 吳慶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015 在家五戒八戒學處 育因法師編述 五版一刷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743 了生脫死全集 繆滌源居士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50 佛法在原子時代 羅無虛居士講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67 正法眼藏 應慈老和尚門下弟子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74 金剛經講話;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分段解義 法舫法師著, 白山老人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40 臺北好藝術年報. 2016 鍾永豐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429 幸福花園與搞怪世界: 孫建華、孫惠勝雙個展 藝高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139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查經(列王紀下) 劉劍雲作 平裝 2

9789869218146 天父的瞳仁: 孤兒,寡婦窮人及受欺壓者 葉光明著; 葉光明國際事奉團隊譯 平裝 2

9789869218184 神是媒人: 尋找伴侶的七個聖經原則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葉光明國際事奉團隊譯 平裝 1

9789869218184 神是媒人: 尋找伴侶的七個聖經原則 葉光明(Derek Prince)著; 葉光明國際事奉團隊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564 關渡宮學習護照 陳奕愷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404 百歲回顧 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大里杙福興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慈光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北市關渡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趙自齊教育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2208 外語教育全球化與在地化之省思 Hsien-hao Liao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312 南工75懷古撫今專刊 劉明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003 菲律賓概觀 黃哲真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8811 社區公共設施參與式規劃設計手冊: 雅安市4.20蘆山地震災區社區減災中心重建經驗回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手冊製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753 梁君午畫冊 黃金豹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12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016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0885 聯結太平洋.深耕宜蘭情(美國加州沙加緬度、臺灣宜蘭). 2016鄭光勛文字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461 台灣兒少權益白皮書 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574 授信管理: 法規制度與融資架構 陳錦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628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6年版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990642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6年版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平裝 1

9789863990659 進出口外匯業務. 2016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990666 國外匯兌及法規. 2016年版 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990697 王者投資,世代獲利: 用邏輯打造億萬人生 李澤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703 區塊鏈: 金融科技與創新 Arvind Narayanan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990765 非懂不可FinTech 陳鼎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772 玄學理財術: 理財觀念與運勢推算 邱士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802 理財規劃: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2017-2018年版余適安編著 平裝 2

9789863990819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余適安編著 平裝 1

9789863990819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余適安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大城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高工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文創平臺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民主基金會



9789863990857 不動產租稅規劃 封昌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864 創新行銷與魅力品質: 完整解構熱銷產品的行銷奧妙趙滿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871 遺產及贈與稅之理論與實務 封昌宏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990888 我國金融業營運趨勢展望問卷調查. 2017 黃博怡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90895 衍生性金融商品概論與實務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增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3990918 風險管理: 制度與實務. 2017-2018年 陳錦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90932 計量方法: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90932 計量方法: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90949 計量分析: 李宜豐教學筆記 李宜豐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990956 銀行實務Bank Practice＆Study 蔡敏川著 增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990970 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 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編輯委員會著 平裝 1

9789863990970 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 債權委外催收法規及實務編輯委員會著 平裝 1

9789863991014 價值網 克里斯.史金納(Chris Skinner)著; 王立恆, 蕭俊傑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3991038 金控及銀行法令遵循制度法規輯要 詹德恩, 林沛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347 公公、狗和貓: 懷約翰傳記 蔡依珊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422 安慰與盼望的信息 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439 教會禮拜與聖禮典手冊(臺漢精簡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信仰教制與法規委員會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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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精裝 1

9789865637453 洗禮前的必修課 高聰仁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1827 媒觀析: 台灣媒體觀察報告. 2016年 王怡蓁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4860 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神版): 彼得後書、猶大書彭國瑋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524 聖經的中心與人生的中心 李常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579 新約聖經恢復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2

9789861663586 新約聖經恢復本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精裝 2

9789861663593 新約聖經恢復本(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二版 平裝 2

9789861663609 新約聖經恢復本(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二版 精裝 2

9789861663678 新約總論. 二一-四九篇 李常受原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臺灣五版 平裝 1

9789861663685 為著召會享受耶穌的人性(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692 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715 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簡體字版)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722 生命: 認識並經歷生命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969 臺灣ISP年鑑. 2016 呂愛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30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經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138 營建物價綠建材專刊. 第三輯 李佳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4365 明青花瓷鑑賞 吳棠海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816 自從你來了 陳立容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119 牙體技術教材 王拔群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4994 Mountain, ocean, sky and people: a mind journey through the dharma realmby Dharma Master Hsin Tao 2nd ed. 平裝 1

9789869365000 大悲寰宇: 如何修持大悲咒 釋心道作　　 六版 精裝 1

9789869365017 大悲寰宇: 如何修持大悲咒(簡體字版) 釋心道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9365024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二版 其他 1

9789869365031 初轉之法 靈鷲山四期教育教材編審會監製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772 3分鐘玩遊戲 Jamie Wa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0454 樸門小簡 Patrick Whitefield著; 周妙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2305 餐飲管理實務: 理論與個案分析 Dennis Reynolds, Kathleen Wachter McClusky原著; 林万登審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000 宛若米迦勒 吉樂樂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1024 塔希,你是我黑夜裡最貼心的旅伴 雅惠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震旦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琉璃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癌症希望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閱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德幸福文化



9789869453301 靈婆心語散文集圓輯 林春枝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20243 聶隱娘 王國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359 小米內幕 吳帝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465 泰戈爾的詩 羅賓德拉納德.泰戈爾作; 徐翰林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920526 大學生一定要做的100件事 真敬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533 1949,國民黨輸給共產黨的100個原因 羅松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540 比爾.蓋茲給青年的9個忠告 高紅敏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557 一本書讀懂英國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564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571 電商之父亞馬遜 趙凡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588 一本書讀懂美國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595 許禮安談生說死 許禮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01 張蔭麟的中國史綱 張蔭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18 教科書沒教的晚清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25 二戰回憶錄 溫斯頓.邱吉爾作; 劉燦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32 我可以不教你玩陰的 章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49 圖解:一次完全讀懂佛教 慧能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656 巴菲特給青年的9個忠告 郭硯靈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663 一本書讀懂德國史 劉觀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70 賭客信條 孫惟微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687 一口氣讀完100部世界文學名著 李志敏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694 一本書讀懂國學 曾愛仕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700 讀懂尼采 吳光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20717 一本書讀懂中國傳統文化 劉元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724 30歲代表了什麼: 窮人與富人的距離0.05mm 張禮文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731 變形記: 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 法蘭茲.卡夫卡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748 讀懂蒙田 吳光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755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793 讀懂榮格 吳光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809 圖解:金剛經 慧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816 一本書讀懂中國大智慧 劉元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847 聯準會主席全傳 斯凱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854 阿德勒的勇氣心理學 葉舟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3773 產科護理學 丁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780 私醫英文解題制霸 李正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797 化工所歷屆試題詳解. 105-101年 陳金鋒, 劉明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865 普通生物學分章試題解析 曾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500 有種人生叫做以愛奉獻: 旺哥小傳 林進旺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財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蘭書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高點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002 一個人的圍爐 顧秀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704 堪輿寶鑑 陳福成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806 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研究所日本留學指南. 2016-2017公益社團法人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編輯平裝 1

9789866371813 太神奇了!原來越南語這樣學(發音+單字+會話,一次搞定!)蔡玉鳳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814 在希望與恐懼之間: 阿富汗的戰地與日常實境 寶拉.布隆斯坦(Paula Bronstein)著.攝影; 聞翊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869 可以哭,別認輸: 白冰冰逆流而上的頑張哲學 白冰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876 天可汗的領導學: 中外第一帝王學<>,德川家康、明治天皇都受益的管理智慧!田口佳史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883 走是養生之王: 中醫思考、西醫佐證,養生達人走出抗癌體質、遠離三高的重生奇蹟林正, 林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890 注意!你可能患了注意力缺失症!全新策略療癒六型ADD丹尼爾.亞曼著; 謝維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906 紙膠帶X色鉛筆,貼貼畫畫94狂! Sus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913 逃難吧: 戰地記者喬裝敘利亞難民168hrs偷渡紀實沃夫岡.鮑爾(Wolfgang Bauer)著; 史丹尼斯拉夫.克魯帕爾(Stanisla Krupar)攝影; 闕旭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920 寂靜的春天: 自然文學不朽經典全譯本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作; 黃中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937 不安之書: <>全譯本,葡萄牙國寶級作家佩索亞經典代表作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oa)著; 劉勇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951 字裡藏醫: 92個漢字教你中醫養生祕訣 徐文兵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41975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熊本少年一個人的東京修業旅行喜多川泰著; 陳嫺若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1982 思考致富: 暢銷全球六千萬冊,「億萬富翁締造者」拿破崙.希爾的13條成功白金法則拿破崙.希爾著; 周玉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507 The blue balloon Adam Hunt作; 張采聿, 李明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8514 I need your tooth! Jilda Manson作; 張采聿, 李明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8521 Our peaceful little farm Gell Mackey作; 張采聿, 李明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8538 Baby sea turtles Francesca Navarro作; 張采聿, 李明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8545 Hey, ice cream man! John Evans作; 張采聿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8552 A nane of my own Jilda Manson作; 張采聿, 李明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343 念佛感應錄(六)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88343 念佛感應錄(六)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888350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350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24 蹲在校園看見創意: 創意思考與方法作品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崑山科大創意媒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康乃爾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乾一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4836 Workplace English: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Damien Trezis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5017 為你畫張畫 徐啟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85253 English for hospitality 陳嬿嬿, Frank Levin, Peg Tinsl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376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 Grade 5Michael A. Putlack著; 歐寶妮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5437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 各學科關鍵英單. Grade 6Michael A. Putlack著; 謝雅婷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5444 FUN學伊索寓言: 英語閱讀聽力訓練 V.S. Vernon Jones, Richard Luhrs著; 羅竹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451 大學生了沒: 聰明的讀書技巧(暢銷彩色版) Stella Cottrell著; 洪翠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5468 職場八字識人術: 三分鐘看懂.教你如何招貴人防小人周雨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5512 尋寶 徐啟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85529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5536 飯店服務日語 松本美佳 , 田中結香, 葉平亭著; 蕭照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543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185581 Real English for cabin crew Michael A. Putlack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5598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鄭玉瑋譯二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185604 彩圖實境生活英語Just Say It Laura Phelps,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著; 林晨禾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611 12堂空服人員專業英文必修課 Michael A. Putlack著; 彭尊聖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666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185673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丁宥暄譯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185680 English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ichelle Witte作 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5697 English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ichelle Witte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432 大道文明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32449 大道孝德行 理心光明禪師等著 初版 平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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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41 閱讀書寫.建構反思 謝明輝等作;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451 印尼政體轉變: 由威權到民主 顧長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451 印尼政體轉變: 由威權到民主 顧長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468 戰後初期臺灣經濟與二二八事件 翁嘉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468 戰後初期臺灣經濟與二二八事件 翁嘉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9127 華人情境下的基督宗教與社會關懷 王成勉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34 走向伊斯蘭: 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蔡芬芳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逢甲人文社會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國語文教學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崇心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4220 緊急狀態: 十個衝突之地,印巴地區、阿拉伯世界、歐洲邊境的生活日常納維德.克爾瑪尼(Navid Kermani)作; 王榮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12 月之暗面 安東尼.歐尼爾(Anthony O'Neill)著; 萬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29 覺知的力量: 蛻變生命的金鑰 奧修(Osho)著; 陳湘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7966 唐朝女人折騰史: 不服輸、不將就、不認命,那些勇敢做自己的大唐奇女子!煮酒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36 法醫科學研究室 道格拉斯.萊爾(D. P. Lyle)著; 祁怡瑋, 周沛郁, 林毓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43 好色一代男 井原西鶴著; 吉行淳之介,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50 不想下車!洋溢幸福感的日本觀光火車 Nikkei Design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67 我尚未破碎的心 乃南朝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74 蝴蝶春夢 符傲思(John Fowles)著;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81 深淵書簡: 王爾德獄中書信 王爾德作; 林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398 法老的國度: 古埃及文化史 蒲慕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404 好想擁有的老文具時光 鯛迪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428 神祕面紗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宋瑛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435 德國文化關鍵詞: 從德意志到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提雅.多安(Thea Dorn), 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著; 莊仲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4442 旋轉木馬推理事件簿 岡崎琢磨著;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459 極花 賈平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466 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 張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473 人體交易: 探尋全球器官掮客、骨頭小偷、血液農夫和兒童販子的蹤跡史考特.卡尼(Scott Carney)著; 姚怡平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480 轉瞬為風 佐藤多佳子著; 丁雍, 王蘊潔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510 我的家國閱讀: 當代臺灣人文精神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527 殖民地台灣: 左翼政治運動史論 陳芳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534 左翼台灣: 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 陳芳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541 烏暗暝 黃錦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558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 1, 「一個人值多少錢,誰是現代奴隸?」: 捍衛權利的基本知識克莉絲汀.舒茲-萊斯文; 薇瑞娜.巴浩斯(Verena Ballhaus)圖; 陳中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589 山姆和我的幸福冒險 基斯.史都華(Keith Stuart)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19 學上當: 所有的壞消息都是好消息,沒學到才是壞事,磨亮自己,當自己的貴人秦嗣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26 名為我之物 盛浩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554 基督的憂愁: 湯瑪斯.摩爾的最後靈修筆記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著; 顧華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561 塔木德故事集: 認識猶太經典的哲人與浮生百態喬瑟夫.史奇貝(Joseph Skibell)作; 郭騰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585 酒杯裡的謀殺: 從飲酒文化到反酒駕運動的百年歷史拜仁.勒那(Barron H. Lerner)作; 林志懋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1988 C語言入門與進階教學: 跨平臺程式設計及最新C11語法介紹鄭昌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301995 吃的抉擇: 臺灣聯大的九堂通識課 陳美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208 色情暴動: 遊走於男性愛遊戲的同人迷群 張玉佩, 邱佳心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6691 工程永續與土木防災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金門大學土木工程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啟示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028 筆尖上的智慧: 聖經智慧書. 詩篇 大衛, 佚名著 1版 平裝 中冊 2

9789869284042 筆尖上的智慧: 聖經智慧書. 詩篇 1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701 安歇.溪水旁: 一位大學教授與主同行十年的生命週記謝開平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612 再創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1980年代楊莉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636 電子構裝散熱理論與量測實驗之設計 林唯耕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643 財務管理輕鬆上手 林哲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650 王默人小說全集 王默人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106 啟承二十 羅皓文等執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1631 看不見的手 侯忠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79 文藝空間: 梅高六六級一班 「感懷育成.光耀四十」專刊林琬瑜, 殷晴英採訪撰文; 陳子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7209 發現日本: 臺南一中日本國際教育旅行精選集 馮奎禎等作; 楊秀蘭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2067 朋齋學術文集: 戰國竹書卷 周鳳五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135 西田幾多郎: 跨文化視野下的日本哲學 張政遠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173 日本倫理觀與儒家傳統 蔡振豐, 林永強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180 藥地炮莊校注 蔡振豐, 魏千鈞, 李忠達校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197 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 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 栗原純著; 徐國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203 何處是桃源?美國的清教主義及其史學流變 張四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210 君子與禮: 儒家美德倫理學與處理衝突的藝術 柯雄文(Antonio S. Cua)著; 李彥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227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nguistic contact: approaching Chinese linguistics from the peripheryKeiichi Uchida[作]; Alan Thwaits譯 精裝 2

9789863502234 Globalizing japa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Ching-yuen Cheung, Wing-keung Lam[作] 精裝 2

9789863502258 集團化公司治理與財經犯罪預防 陳志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241 離散為家: 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 劉紀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265 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 吳豪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289 汪其楣劇作集. II, 天堂旅館/月半女子月半/人間孤兒枝葉版汪其楣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光鹽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一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麥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梅高中六六級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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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大學全國人文醫學研習營



9789863502296 汪其楣劇作集. I, 人間孤兒/大地之子 汪其楣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302 Eastern encounters: Canadian women's writing about the East from 1867-1929Written by Shoshannah Ganz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309 磁性科技與應用 林正雄等作; 姚永德, 蔡志申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323 儒家道統與民主共和 郭敬東等作; 潘朝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323 儒家道統與民主共和 郭敬東等作; 潘朝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1962 戦時下台湾の高等学校生と文芸: 旧制台北高等学校「雲葉」と「杏」雑誌から見るエリート学生達の精神史津田勤子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408 空著的王位: 在變動的臺灣,我和一群年輕人,追求夢想的故事王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415 61x57 王文華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8518 我家就是咖啡館: 8大技巧X60款咖啡製作教學,新手也能變行家陳健, 雙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587 蔬果的好,皮膚最知道: 美肌,原來就靠廚房心機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747 Word 2016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平裝 1

9789863758747 Word 2016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平裝 1

9789863758822 壯遊.西藏.聖湖: 一趟洗滌靈魂,追尋自我的西藏旅程美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8891 新一代購物網站TWE-Commerce架設與管理 梁益祥作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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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58914 SketchUp to Layout Workflow: 化繁為簡的設計工作流程轡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8938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使用SQL Server 2016 李紹綸作 其他 1

9789863758952 ILLUSTRATOR CS6 認證教科書 薛清志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003 軟體定義網路實戰解析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劉誠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9010 達標!Dreamweaver CC 蕭立文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027 標誌X導視實務技巧與設計大賞 善本圖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9034 Nikon D600 全方位攝影指南 孟克難, 黑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59041 Android App活學活用: 使用VB(Basic4Android) 王安邦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9058 跟Adobc徹底研究Flash CC Russell Chun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058 跟Adobc徹底研究Flash CC Russell Chun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065 實戰!Windows App應用開發 馮瑞濤, 閻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065 實戰!Windows App應用開發 馮瑞濤, 閻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072 HTML 5多媒體應用實戰教本 Ian Devlin著; 楊雯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072 HTML 5多媒體應用實戰教本 Ian Devlin著; 楊雯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089 網頁3D化破難關: 3ds Max技術手札 劉修蓉, 楊美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089 網頁3D化破難關: 3ds Max技術手札 劉修蓉, 楊美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096 達標!Photoshop CC 蕭立文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096 達標!Photoshop CC 蕭立文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164 輕鬆學習的MIT App Inventor 2中文版程式開發 王安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171 2018電腦組裝、選購、測試調校、維護一本通李慶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188 系統程式及作業系統觀念與考題寶典 林建福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195 理解軟體開發SOP: 進入沒有Bug的程式世界 董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蛋白質女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0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師大臺史所



9789863759201 Swift基礎入門學習手冊 邱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218 跟Adobe徹底研究Creative Cloud影音剪輯 Adobe creative team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9225 經選!全球知名CG大師精美畫冊集 火神CG工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249 定格動畫 張曉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263 Visual Basic 2015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270 舊意新生: 翻轉設計人的創新之道 王紹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287 開發Android App手機入門及應用: 使用VB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09 達標!Excel 2016經典範例應用 沈志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416 達標!PowerPoint 2016經典範例應用 林文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423 大數據理論與實現: Storm技術實戰解析 陳敏敏, 王新春, 黃奉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30 鍾孟舜的數位漫畫插畫公式祕訣 鍾孟舜作 四版 其他 1

9789863759447 藝術解析!典藏50位大師精選作品訪談筆記 度本圖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54 飆網不設限!CDN內容傳遞網路開發手札 雷葆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61 Nginx技術手札: 網頁伺服器應用全攻略 苗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522 Windows Apps設計即刻上手: 使用JavaScript與HTML5Chad Cart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539 處理大數據的必備美工刀: 全支援中文的正規表示法精解余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59546 漫畫與插畫技法 張曉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553 Word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560 Kodu遊戲程式開發: 一試上手 陳美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577 OpenStack企業雲端平臺架構與實踐 張小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584 最新版計算機概論: 掌握新思維 吳燦銘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759591 通用視窗App開發之鑰 Windows10: 使用XAML及C#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607 色彩學 張光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14 PHP 7與MySQL基礎學習教室 葉建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621 Excel 2016商務實作與應用 陳德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645 怎麼賣都秒殺!: 行銷實戰策略24堂課 楊響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52 學會放下,找回快樂: 告別現代焦慮,不被壓力擊垮李世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69 零失敗的蔬果栽培圖解: 自己種,最安心! 孫光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76 清爽不膩蔬食繪本: 水彩清新x素食清淡x圖繪食譜吳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83 職場忠誠力: 比工作能力更可貴的人格特質 華春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90 暴走漫畫94狂!顛覆想像,笑看人生大小事 暴走漫畫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06 照顧女孩,疼惜女人: 60道守護青春的天然養生食療雯婷茜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13 鏡頭下的肯亞: 見證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力 李濟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20 老屋旅手帖: 探索舊宅歷史,尋訪生活的足跡 王蕾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44 成就更好的自己: 盤點現況、認清自我,選對好工作張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51 威而鋼如此持久?: 輝瑞,堅守160年的承諾,世界醫療保健的權威彭劍峰, 相雪, 薛冬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68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0使用C#2010 李春雄, 洪瑞展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3759782 圖解電腦運作原理 Ron White, Timothy Edward Downs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799 達標!PowerPoint 2013經典範例應用 林文強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805 數位攝影的祕密: 掌握光線,攝影就成功了! iPhoto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812 動畫角色創意技法與應用 韓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829 解構!Photoshop平面廣告設計 eve4u視覺設計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836 會聲會影這樣用就對了(X8以上版本適用) 榮欽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850 跟Adobe徹底研究After Effects CC Lisa Fridsma, Brie Gyncild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59867 全字庫中文倉頡輸入法: 電腦,手機,平板均適用謝振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59874 全球第一的LV、Burberry、Michael Kors名牌包代工製造商: SIMONE柳孝相著; 鄭如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881 不趕路的旅人: 我的日本圖文旅誌 吳知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898 網紅淘金: 打造個人魅力、粉絲行銷,讓吸睛變吸金杜一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04 時尚新娘整體造型Book: 空氣感髮型X通透感妝容荷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11 說穿: 一個紐約設計師眼中的時尚 于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28 使命必達!聯邦快遞50年物流之路 彭劍鋒, 劉曉雲, 馮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35 揭密不饒人: 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 東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42 休日早午餐提案: 輕鬆上手的100道美味食譜 Pan小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59 好想贏韓國: 東方管理+西方變革,洞悉三星經營策略周禹, 杜賀敏, 崔海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73 各懷鬼胎: 辦公室就是鬥爭場 王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80 跟Adobe徹底研究Animate CC Russell Chu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59997 跟Adobe徹底研究Illustrator CC Brian Wood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66707 LOGO設計力: 品牌、商標設計必修課 何亞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714 SolidWorks 2017設計入門經典教材 朱賢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721 智慧型高畫質監視系統監控原理與應用 潘國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752 Android程式開發設計輕鬆入門 Chris Hasema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769 絕色魅顏 林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6776 輕鬆學,Flash手機遊戲設計很簡單 李篤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790 iOS遊戲開發設計輕鬆入門 James Sugru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107 Excel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1114 PowerPoint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1121 IOS核心框架開發簡易上手 李俊賢, 王子嘉著 平裝 1

9789869471138 動畫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 李春雄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471145 使用Visual Basic開發Android App 李春雄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1152 動畫短片創作 張曉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169 DSLR數位攝影原理與實務 林璟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183 邁向賭神之路: 麻將必勝祕笈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616 新祕必備!空氣感新娘髮型100例 諸葛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623 環球美食手作聖經: 60美味不設限的異國料理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630 教出一流的孩子: 活用管理學教育小寶貝 水亦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654 揭開攝影的奧秘: 譜出光影、姿態與色彩的協奏曲JAY MAISEL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2661 邁入Swift程式設計新紀元 羅康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2678 利用Corona一次開發跨平台手機APP桌面程式 黃一庭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72685 Before & After: 解構文宣品設計準則 John McWade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472692 廣告設計原理與表現手法 張岩, 趙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9806 After Effects製作特效武功大全 白乃遠等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479813 Illustrator CC創意視覺設計點子王 張家盛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479844 Premiere Pro CC影音剪輯大師 張家盛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538 存在、孤獨與愛: 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密洛.荷西.謝拉百年誕辰特展張炳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484 The hartree-fock method for many-electron problemsShiow-Meei Shiau[作] 平裝 1

9789865608507 我們終究還是錯過 林黛嫚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514 歐債危機的原因與解決之道 黃得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08552 大三那年,我在台灣 吳秋霞, 張曉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521 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第十二屆張瑋倫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392 地籟人籟天籟: 陸金雄文集 陸金雄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6

送存冊數共計：112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858 恢復好視力,完全不費力!: 不用工具,只要提升血液循環、按摩指甲,在家就能輕鬆改善、立即見效!本部千博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66 踩踏京都慢時光: 屬於我的休日單車風景 Ma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980 喚起回憶,讓想像放飛,再次回到充滿魔力的奇幻國度著色套書蕾拉.杜麗, 江杉, 黛西.弗萊徹著; 郭品岑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51997 老台菜: 紅城花廳台灣味 黃婉玲著; 林偉民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0708 般若心經練習帖: 靜心安定、煩惱遠離 枡野俊明監修;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15 拯救智慧型手機老花眼,避免頭痛、乾眼症、肩膀僵硬,以及憂鬱症!荒井宏幸著;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15 拯救智慧型手機老花眼,避免頭痛、乾眼症、肩膀僵硬,以及憂鬱症!荒井宏幸著;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22 一年四季賞花輕旅行: 邂逅臺灣之美,花現四季繽紛色彩陳怡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39 眼科名醫教你守護健康的視力套書 本部千博, 荒井宏幸著; 李友君,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30746 茶飲時光: 在家泡茶的100個祕訣 三宅貴男著;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53 來蓋祕密基地吧 尾方孝弘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60 超萬能的淘米水: 美容+健康+掃除,讓身體和住家都煥然一新!栗生隆子著; 林依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567 健行藝廊展覽作品專輯. 5 楊靜汶主編 平裝 1

9789866212574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 健行科技大學商管學院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550 基於物聯網之客製化面膜系統技術報告 廖裕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870 變易的力量: e時代的生涯籌劃 劉淑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87 女性私身體: 全方位生理週期照護手冊(20週年增訂版)東妮.魏斯區勒(Toni Weschler)著; 葉俐君, 王敏雯譯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894 共享自然,珍愛世界: 適用全年齡層的自然覺察活動約瑟夫.柯內爾(Joseph Bharat Cornell)作; 達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917 小艾的石頭 舒樺文; 陳盈帆圖 精裝 1

9789576938924 看懂關係,療癒心靈: 關係治療理論與實務 江垂南, 蔡明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536 竹林蘭香: 漁郎書畫專集 鄭兵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600 全圖解!自製彈力滑翔機Rubber-band powered paper glider: 20架機型作法詳解,享受暢快的彈射滑翔樂趣!白仕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24 和琪琪一筆一筆畫臺灣美麗風景 琪琪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916 拉布拉多陪我: 點亮看不見的世界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健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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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之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805 操縱美國命運的猶太人 湯天一, 胡新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02 張亨教授紀念集 張亨教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607 SDI/TDI側掛潛水員學生手冊 Harry Averill, Pete Nawrocky作; 徐逸珊翻譯; 方景翰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614 TDI封閉環境潛水學員手冊 Richard Dreher作; 徐逸珊翻譯; 方景翰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621 SDI獨潛: 學生手冊 Steve Lewis作; 方景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638 進階高氧空氣潛水指南: 高氧氣體混合完全攻略Joe Odom作; 方景翰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0472 天界聖諭牌卡: 以自覺點亮靈魂之光 田安琪著; Lu Riku, 魔女莉莉, 陳思吟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489 左思右想: 36堂有效解決工作難題的創新思考 劉恭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02 一試必中!東大首席菁英的讀書必勝法! 山口真由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519 珠寶盒法式點心坊: 40道品味法國的烘焙饗宴 珠寶盒法式點心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0793 幸福的預感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08 漫漫歸途 薩魯.布萊爾利(Saroo Brierley)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53 中醫師教你做好月子,打造好體質和好體態 李思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960 下一波經濟狂潮: 從人口、債務、物價指數剖析未來十年經濟的贏家與輸家盧奇.夏瑪著; 陳昌儀,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28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考!: 高中生的專題研究方法黃春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42 每周一部電影,增進職場英文力 楊偉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71080 寂寞的力量 中森明夫著; 賴又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097 網紅經濟: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千億紅利市場 袁國寶, 謝利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165 未來最好的學校 徐宏義, 羅曼如合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71295 第三餐盤: 人類退場,讓大自然接手!繼「從產地到餐桌」後,下一波飲食新潮流丹.巴柏(Dan Barber)著; 郭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56 超譯赫塞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作; 白取春彥編譯; 楊明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1370 偶像御用彩妝師教你輕鬆變身韓國女團 辛京美, 吳喜真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387 吃掉80%市場的稱霸策略 阿爾.拉瑪丹(Al Ramadan)等著; 陳松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17 照著做,成功擠進國考窄門 林維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24 鳥的天賦 珍妮佛.艾克曼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48 玩藝術,酷思考: 親子一起學藝術,培養美力與思考力江學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55 先知的鞍囊: 朝聖者的奇幻之旅 巴希薇.納迦瓦尼(Bahiyyih Nakhjavani)著; 楊惠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462 拒絕理所當然的思考 泰瑞莎.包爾萊茵(Theresa Bauerlein), 沙伊.圖巴利(Shai Tubali)著; 張淑惠, 李雪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523 雷與電: 氣象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蘿倫.芮德妮斯(Lauren Redniss)著; 陳錦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1554 和你一起等雨停 Smi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561 我愛你,與你無關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578 記憶如何對你說謊 茱莉亞.蕭(Julia Shaw)著; 鍾沛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592 宋美齡,蔣介石的一號情報員 王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71639 照著做,提前10年享受財務自由 吳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77 人前不會緊張的37個說話術 佐藤達郎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84 納粹的孩子 譚雅.克拉斯尼安斯基(Tania Crasnianski)著; 徐麗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691 海蒂: 阿爾卑斯山少女 喬安娜.史派莉(Johanna Spyri)著; 林敏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52 匯率的真相: 破解歐元、日圓、美金與人民幣漲跌,與你我如何從中獲利!洪樁昱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亨紀念集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你爾

送存冊數共計：1

野村文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商周



9789864771769 達賴喇嘛的貓. 3, 心念的力量 大衛.米奇(David Michie)著; 江信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90 尼采先生之沒禮貌的上班哲學: 世上只有一條路,除你之外,無人能走.李豪鍵著; 蕭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37 Take A Break 30分鐘高效能: 執行力 瑪莉露薏絲.諾奧克(Marieluise Noack)著; 許嫚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44 寫給年輕人的佛學入門 蔣維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51 千萬講師的50堂說話課 謝文憲, 王永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68 肖像畫基礎技法全書: 頭手素描 安德魯.路米斯(Andrew Loomis)著; 楊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875 失控的歐元: 從經濟整合的夢想到制度失靈的惡夢約瑟夫.尤金.史迪格里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著; 葉咨佑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05 脂肪的祕密生命: 最不為人知的身體器官脂肪背後的科學與它對身體的影響席薇亞.塔拉(Sylvia Tara)著; 張馨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29 勝之道: 十位名將與十場戰役印證孫子兵法制勝思維公孫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36 主人: 你不是獨自一個人。但唯一能帶領你回家的,是「愛」.心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43 為什麼一流人才的專注力能持續一整天: 日本外科權威南雲醫師教你強化專注力的60個習慣南雲吉則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50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67 國際犯罪學家教你分辨真偽、立破謊言 大衛.克雷格(David Craig)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74 安迪.沃普 the Trip 黛博拉.黛維斯(Deborah Davis)著; 林育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98 Take A Break 30分鐘高效能: 專注力 朵德.胡特(Dörthe Huth)著; 許嫚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18 恐懼的原型: 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弗里茲.李曼(Fritz Riemann)著; 楊夢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32 日本古城建築圖典 三浦正幸著; 詹慕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2049 破壞性創新的兩難 約書亞.格恩斯(Joshua Gans)著; 蕭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56 全球趨勢洞察 大前研一著; 林依璇, 張嘉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2070 史上最強!少年.少女.青年漫畫人設全攻略 田中裕久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94 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 前進中、北美洲辣點,直擊多元的辣椒社會史與變動中的糧食體系寇特.麥可.弗萊瑟(Kurt Michael Friese), 克雷格.卡夫特(Kraig Kraft), 蓋瑞.保羅.納卜漢(Gary Paul Nabhan)合著; 丁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00 鴿子 派屈克.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17 夏先生的故事 派屈克.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著; 姬健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48 開放的心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著; 沈台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55 養心日月談: 迎進正向能量,歸淨煩惱憂愁 李鳳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62 足球帝國: 一窺英格蘭社會的華麗與蒼涼 大衛.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著; 韓絜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79 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直視人生的軟弱,就是勇敢的開始倪子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09 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 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的行為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著; 林凱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16 讓人什麼都告訴你!: 國際臥底專家教你,輕鬆取得他人信任,對你掏心掏肺大衛.克雷格(David Craig)著; 張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23 人道經濟 韋恩.帕賽爾(Wayne Pacelle)著; 蔡宜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30 世界史是走出來的: 從人群的跨界移動看世界歷史島崎晉著;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61 一眼就突破盲點的思考力: 破解假數字、偽科學、不實資訊背後的真相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著; 曹嬿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85 你還要療癒多久?: 人類新操作系統. 2, 從療癒走向創造鍾荃因Dor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92 韓國,原來如此: 前美國記者的第一手社會與職場觀察法蘭克.亞仁斯(Frank Ahrens)著; 陳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08 讓人一看就想買的9個祕密: 從蘋果、星巴克到麥當勞都在用的視覺行銷手則,靠顏色、光線與擺設,讓銷售飆10倍!李朗州著; 徐若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22 這樣說.那樣愛 春天會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772346 認識人性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區立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53 塞納河畔第二十九號座席: 法蘭西學術院與法國四百年史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著; 賴姵瑜, 吳宗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60 英倫餐桌在我家: 80道英式人氣好味道!一個燉鍋、一台烤箱,就能輕鬆烹調上桌!砂古玉緒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77 善用25%規則,TOYOTA精實到位時間管理術 原雅彥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91 2017-2019投資大進擊: 全球趨勢專家首次揭露一輩子一次的投資良機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著; 陳琇玲, 劉道捷, 吳慕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248776 10分鐘搞定愛犬健康食譜 奈良なざさ作; 慕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8789 計算機概論60天考前衝刺 張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796 會計學複習講義. IV 陳奕如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8802 樹莓派初學指引 王進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5868819 商業概論考前衝刺 莊宏啟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833 會計事務乙檢學科試題練習本 劉美君, 徐細娟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840 會資乙檢術科奪證特典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5868857 會資乙檢術科速攻特輯 謝勇助,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四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75

啟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332 狂戀 理查.賽肯著; 沈意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349 比海還深的地方 宋尚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356 我戴著黃星星 (德)英兒.杜肯著; 彤雅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818 社頭蕭氏祭祀公業源流與史料彙編 蕭翌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946 企管個案研究. 上: 臺灣個案與全球透視 林純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1953 今日科技管理: 科技探索/臺灣實務/全球視野 林純珠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1960 行銷市調實務: 臺灣實務與全球視野 林純珠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720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434737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八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9789869434737 妙法蓮華經講記. 十八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9789869434744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19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7997 健康與護理: 速成手冊(含歷屆試題解析) [啟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9605 老年護理學 李昭螢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09612 餐飲管理. II 江裕春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23607 讀經禱告互動啟導本 侯敦仁, 葉文靜編撰 精裝 1

9789861823614 知識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23621 知識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23638 人體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23645 人體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23652 科學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23676 科學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23669 科學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中冊 1

9789861823683 動物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1

9789861823690 太空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1

9789861823706 地球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上冊 1

9789861823720 地球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下冊 1

9789861823713 地球探險隊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平裝 中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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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深坵祠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啟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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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ё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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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80060 新版苗栗縣竹南鎮港墘里開發的歷史探討: 以攀龍十三世林氏華觀公來臺過程為例林榮貴, 林正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0413 靈魂淨化養生法: 運用潛意識療癒,擺脫疾病活出健康人生保羅.亞伯拉罕博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557 貓戰士外傳之IX: 說不完的故事. 2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 宋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60 英、日語同步Anki自學法: 最短時間通過日檢N1、多益975分簡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11 排灣祭師: 谷娃娜 陳英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28 孤鷹行 徐如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2035 記憶洄游: 泰雅在呼喚1935 馬紹.阿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66 莊淑旂博士的家傳調經術 章美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73 小熊維尼. 2, 重返森林(八十周年紀念版) 大衛.班奈尼特斯(David Benedictus)作; 馬克.伯吉斯(Mark Burgess)繪; 彭后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80 南和月的手工皂提案: 30款獨具匠心的創皂手法南和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03 超人氣讚美說話術 松本秀男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10 貓戰士部族誕生5部曲. III, 最初戰役 艾琳.杭特(Erin Hunter)作; 謝雅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34 繪圖解說樹木的知識 堀大才作; 劉東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41 毛孩子,活下去: 動物醫師搶救毛孩子的真實故事!英國皇家動物醫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58 高齡犬的照護指南: 和狗狗健康快樂、長久地生活在一起小林豐和監修; 高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65 糗事大事典: 一本檢視自己如何毀壞人生的指南喬伊.柏克維茲(Joe Berkowitz), 賈許.甘道曼(Josh Gondelman)著; 高梓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72 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 孟劭祺譯 平裝 1

9789864432202 圖解免疫學 萩原清文著; 多田富雄監修;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219 動物靈媒. 1, 鴉語者崛起 雅各.格雷(Jacob Grey)著; 羅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226 問題不在難度,而在態度 戴晨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264 忠犬人生 路易斯.塞普維達(Luis Sepúlveda)著; 馮丞云譯; 徐家麟, 歐昭佩繪平裝 1

9789864432295 高血壓症的飲食與治療 林毓楨, Amanda料理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254 英文作文全面大出擊 賴世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261 高中英語聽力必勝模擬測驗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210 常春藤校刊. 第十五期 李姝毓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570 健康寶寶專業養成必備手冊: 小兒科張璽醫師x醫師.娘實戰育兒65招張璽, 醫師.娘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587 不是權威不出書: 英文名師教你征服警專英文320題許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春藤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21

國胤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9789869392594 一本戰勝!學會字根、字首、字尾,急速秒殺33,000單字!金東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407 第一本親子英文會話書: 孩子,英文會話開口說!李存忠, 周昱葳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4414 帶著走!幼兒全腦激化86題: 掌握3~7歲大腦發育黃金期的全方位親子全腦互動書!杜婉茹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421 韓國我來了: 自由行必學韓語會話,一本通通搞定!王蜜亞、朴凱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4438 首爾漫漫遊: 只有首爾人才知道的60種地鐵漫遊玩法大公開!姜世熏, 李江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445 多益滿分必備3,500關鍵單字 張慈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452 7000英單高效率教戰守冊 曾韋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469 一本戰勝!英文聽力全方位急救手冊: 多益、托福、雅思,多國發音一次秒殺!約瑟夫科爾曼(Joseph Colema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4511 文廟釋奠樂研究 蔡秉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528 The art of making claims: creative place-making & community relations for Post-MDV sites in Taiwan李于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535 HATCH系列X Spaces-咫呎之遙:參考點 李于一, 宋若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542 HATCH系列.台北之一-當城市消失之際,我們來談談現代性汪正翔, 李于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559 HATCH系列.紐約之二-版築之間 李于一, 宋若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4566 HATCH系列.紐約之一: 個體:___原型之外 李于一, 宋若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522 大誠超人: 32個成功的故事 吳錦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560 基金革命 劉宗聖, 黃漢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577 金融趨勢大未來 劉宗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607 進階ETF投資術: Smart Beta ETF投資與應用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614 臺灣人看大陸.大陸人看臺灣: 兩岸徵文選粹 戎撫天總編輯; 旺報企畫編選 第一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9050 人體大透視 陳怡璇主編; 吳子平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519067 人體大透視 陳怡璇主編; 吳子平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519074 人體大透視 陳怡璇主編; 吳子平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9081 芝麻開笑門. 3 陳怡璇主編; 姚裕評等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098 芝麻開笑門. 2 陳怡璇主編; 劉俊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04 愛吃書的聰明羊 黃培欽作; 吳子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11 考倒Why博士: 小學生最愛100問 陳怡璇選編; 謝文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28 搞怪Why博士: 29個生活科學實驗 陳怡璇選編; 阿皮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35 爺爺的散步道 張美蘭作; 王書曼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142 你不只是白紙 邱易萍作; 楊麗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159 我不想吃花椰菜 日穗作; 薛慧瑩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166 小線條大世界. 朋友篇2-4歲 江薇彥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73 小線條大世界. 遊戲篇3-5歲 江薇彥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80 小線條大世界. 生活篇4-6歲 江薇彥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197 小線條大世界. 成長篇5-7歲 江薇彥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203 出發!航向世界千年文化 陳愷褘作; 吳子平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227 兔子兔子紅眼睛 王文華作; 陳志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227 兔子兔子紅眼睛 王文華作; 陳志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234 阿嗚國王的遊樂園 王文華文; BO2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9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國泰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194 貪歡報秘本 (明)西湖漁隱主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17 申猴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24 酉雞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31 戌狗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48 亥豬 吳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55 詩韻墨趣: 林啓湖詩畫集 林啓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62 板腔體與曲牌體 施德玉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279 小朋友故事集 王麗芬主編; 李錚宜繪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615286 小朋友故事集 王麗芬主編; 李錚宜繪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615293 小朋友故事集 王麗芬主編; 李錚宜繪圖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3615309 風箏誤 (清)李漁原著; 雋青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16 中山狼 (明)康海原著; 印鼎樑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23 牆頭馬上 (元)白樸原著; 王建平, 任玉堂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30 世界智慧名言辭典(英漢對照) 張達聰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47 中國的經權管理 曾仕強, 劉君政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3615378 草風樓詩詞集 文幸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2429 申懷斌健: 書畫印小冊 野草堂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581 Melody的小迷糊闖江湖 殷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6598 手繪香川日和 林凡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301 殺死小甜甜 蔡燦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4370 28天超便利根治飲食法: 食譜+外食小密技,一本搞定賴宇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4387 與地共生,給雞唱歌 李盈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0997 英文文法分類題庫 李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71001 吳限老師微積分講義 吳限編著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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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1667 抗老!!免疫最給力 楊崑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74 看電影說失智: 在遺忘中更需要愛 巫瑩慧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108 老派的旅行: 一位女性生命的召喚與轉化之旅 纓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野草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欲望空間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陳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027 生物光能共振讓您身心靈健康 梁庭繼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8712027 生物光能共振讓您身心靈健康 梁庭繼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01427 經濟學及課稅原理 David Ricardo原著; 殷章甫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614 鹿港天后宮論文集 陳仕賢等撰稿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4605 鹿港天后宮志 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 陳仕賢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434 時光琥珀 歐陽鳳著 平裝 1

9789869296441 林曼 於梨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58 愛人: 歐崇敬詩集. 1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65 無位真人: 歐崇敬詩集. 2 歐崇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72 德福一致: 歐崇敬詩集. 3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89 一只櫻花: 歐崇敬詩集. 4 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007 大宋汝官神韻 王逵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3007 微演說: 讓每句話直指人心 王風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699 史記(第六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29 史記(第三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36 史記(第五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43 史記(第八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50 史記(第九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67 史記(第十卷) 司馬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74 數學史鑒: 數學歷史與數學成就 李正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81 贏在品牌 吳文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798 本草綱目(第五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04 本草綱目(第壹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11 本草綱目(第二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28 本草綱目(第三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停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乾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鹿港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鹿港天后宮管委會



9789865989835 本草綱目(第四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42 本草綱目(第六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59 本草綱目(第七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66 本草綱目(第八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73 本草綱目(第九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880 本草綱目(第十卷) 李時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27 目標正能量: 我的第壹本目標實現手冊 肖鳳德, 王兵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08 顧客為什麽買: 原來零售業還可以這樣經營 陳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15 做項目,就得這麽幹: 妳也可以成為卓越的項目管理者郭致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22 領導藝術的修煉: 培養真正偉大的企業領袖 趙建華, 劉建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39 健康管理密碼 潘躍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46 雙線法則: 卓越總裁管理模式 聞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53 目標零事故 張全磊, 張魯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60 先祖背影: 人文始祖崇拜與信仰 秦貝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77 走進科學.野人蹤跡 科普小組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84 走進科學.動物奇趣 科普小組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6691 走進科學.恐龍公園 科普小組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14 孕產婦飲食與營養手冊 朱愛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21 孕產婦健康手冊 朱愛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38 老板就該這麽幹 何東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45 壯麗皇宮: 三大故宮的建築壯景 周麗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52 冷靜的愛: 告訴孩子如何獨立成長 詹惠元, 葛房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69 我的公司要上市 劉偉毅, 王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82 老北京風情泥塑 吳德寅, 吳壹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76 動在營銷 吳文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83 勢在策劃 吳文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090 商貿縱觀: 歷代商業與市場經濟 唐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06 準媽媽生活指南 朱愛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13 錯位營銷: 移動互聯時代中國本土營銷的秘密 劉悅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20 萬年曆法: 古代曆法與歲時文化 台運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37 遇見妳是最美的意外 葛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44 關鍵溝通力: 掌握關鍵溝通,笑傲職場江湖 白曉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51 圖解精益生產之看板拉動管理實戰 王清滿, 張愛明, 王海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68 奪單 臧其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75 資深戰略專家教妳搞定企業轉型 吳越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199 告訴孩子錢該怎麽花 李石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05 妳的公司該怎麽管 吳文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12 成長力: 這樣做妳就成功了 蔣巍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29 別扛著: 做自己的減壓教練 李世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36 非常之道: 德魯克管理思想精粹 吳越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43 成功者之劍: 創新密碼 莫勇波, 張李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50 保衛之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67 成為明星講師：TTT培訓全案 樓劍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74 帝國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81 變法圖強: 歷代變法與圖強革新 杜友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298 妳若綻放工作自來 胡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04 青少年最想問的66個人生不等式 李石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11 微營銷: 指尖上的利器 文丹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28 選賢任能: 歷代官制與選拔制度 王金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35 網紅經濟3.0: 自媒體時代的掘金機會 王先明, 陳建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42 解密社群粉絲經濟: 實戰版 甕晉陽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59 新平衡計分卡: 戰略落地的密碼 聞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66 金融形態: 歷代金融與貨幣流通 楊宏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73 妳的團隊,該怎麽帶 楊挺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80 亞歐硝煙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397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轉型與變革王先慶, 文丹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03 激活經銷商: “微”時代經銷商的運營之道 趙國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10 戰場對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27 再戰移動電商: 後互聯網時代移動新勢力 管鵬, 王軍, 雕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34 戰鬥1: 壹位阿裏巴巴銷售菜鳥的逆襲 張永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41 法治天下: 歷代法制與公正嚴明 易述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58 妳壹定要知道的美國錢規則: 赴美生活指南 俞心怡, 張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72 互聯網思維陷阱: 妳以為集贊、轉發、贈禮就能真正賺到錢嗎?李征坤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02 互聯網+新媒體: 全方位解讀新媒體運營模式 劉小華, 黃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19 再戰跨境電商: 顛覆性商業時代下的“野蠻探路者”翁晉陽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26 互聯網＋醫療: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醫療健康革命文丹楓, 韋紹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33 妳真的不會做父親: 好父親就該這樣做 鄧國弘, 張美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40 互聯網+頂層商業系統: 企業利潤增長10倍的商業模式與架構設計胡華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01 美國鋼鐵大王: 卡內基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18 從米店小老板到塑膠大王: 王永慶 張恩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25 傳奇的投資之神: 巴菲特 信自力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3592 禪繞畫基隆: 基隆社區大學(禪繞畫)房文華師生作品集房文華極輕鬆學禪繞畫班學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706 翰墨先聲: 基隆書法發展史 吳麗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551 新眼光讀經: 心靈的服事 陳國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568 少年新眼光讀經: 重生.重建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582 少年新眼光讀經: 傳承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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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7002 理解中醫教學實錄: 經絡辨證卷 仁山教書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172 泰北情.溫暖心: 愛留異域三十年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189 2017摯愛麥森: 以瓷器之美為天地留愛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7189 2017摯愛麥森: 以瓷器之美為天地留愛 稅素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057 AP School. 2 莊明豐主編 其他 1

9789865765194 Three little rabbits 蘇元貞作 平裝 1

9789865765194 Three little rabbits 蘇元貞作 平裝 1

9789865765200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English Teaching周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4

基隆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理解中醫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559 管理要智慧而非知識: 向古人借智慧 張威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987 人生複本 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70994 醋女孩 安.泰勒(Anne Tyler)著; 張思婷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2403 小屋 威廉.保羅.楊(Wm. Paul Young)作; 陳敬旻譯 增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102 話說小兒麻痺後症候群 蔡景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6174 實用高中歷史(1-4冊)總複習 佳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040 崇福堂: 游華芳授男禎枝外曾孫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07年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57 崇福堂: 游華芳授男禎枝外曾孫黃學劼通書大本. 民國107年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64 崇福堂: 游華芳授男禎枝外曾孫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07年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280 我的第一本法語萬用會話 洪娟基, 李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303 全圖解我的第一本親子日文字典 深谷圭助監修 平裝 1

9789864540310 史上最強韓語外來語: 韓語學習必備叢書!實用外來語一次搞定!吳美程, 李惠鏞, 金喜卿著 平裝 1

9789864540327 史上最強在地生活日語 張恩濤, 小針朋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341 全新!全民英檢中高級聽力&閱讀題庫解析 郭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403 我在1949 胡子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40108 輕。閱讀 莊秀美等編著; 林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644 魟魚熱賺 蔣孝明, 魚雜誌編輯群文字撰寫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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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際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福堂曆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國際扶輪3470地區台南東區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寧泰順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6780 這樣服務 3秒鐘顧客變常客!: No.1銷售達人客源滾滾的販賣絕技野毛真百合, 武永昭光著; 陳琇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797 美食法語會話: 170實用句型+610菜單常見單字Studio Tac Creative Co., Ltd著; 陳琇琳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803 日本人的哈啦妙招!日文句型輕鬆學: 活用日本人每天必說句型168中間多惠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810 您好!韓國語. 初級: 文法重點.教師指導用書 韓語教育推廣研究會著; 張亞薇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827 基礎日本語敬語 趙福泉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7106834 不用老師教的韓語動詞.形容詞變化(攜帶版) 鄭惠賢著 初版第1刷 其他 1

9789577106858 日本人的哈拉妙招!助詞輕鬆學: 我的日語超厲害舒博文作 三版 其他 1

9789577106865 完勝大考英語7000單字: 中級篇2001-4500字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872 穿梭巴黎大街小巷學法語單字: 跟著法國人穿梭於巴黎各種生活場景車站、餐廳、麵包店、甜點店、花店、書店、美術館、渡假勝地...關鍵法語單字一次學會!小松久江著; 陳琇琳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513 純淬.磨煉: 一場異藝逐趣的對話: 鄭宏南/鄭陽晟2016雕塑聯展鄭宏南, 鄭陽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879 楞嚴經講記 淨心講解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188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195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01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18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25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32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49 標準數獨. 基階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56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30263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270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287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294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300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317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324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30331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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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1507 後會有期 林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242 外星生命大揭密 陳松齡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喜山堂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崇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2472 探靈筆錄. 3: 死亡交集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89 探靈筆錄. 4: 處決名單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496 茅山天師. 卷三: 煉屍邪道.地墓屍妖 趙公明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02 神魔之歌. 卷四: 六道輪迴.修羅地獄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19 別讓不懂幽默毀了你 賽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26 感謝不完美的自己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33 刑警手記之重案組. 1, 風夜人魔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40 刑警手記之重案組. 2, 血腥祭祀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57 噬夢師. 2: 鬼牌國的覺醒 夏天晴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64 日本詭聞錄之5: 魑魅之主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71 日本詭聞錄之6: 陰墓蛇窟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88 茶經密碼. 卷三, 武夷仙影.蒙頂神香 金萬藏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595 神魔之歌. 卷五: 邪神出世.南海歸墟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01 越生氣的時候,你越需要幽默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18 探靈筆錄之5: 殺人寢室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25 探靈筆錄之6: 審問活屍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32 放下,也是一種快樂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49 藏地迷蹤. 卷一: 雪山鬼屋.古格遺址 何凝奕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56 貞觀大帝: 唐太宗李世民君臨天下的致勝法則 神馬浮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63 刑警手記之重案組. 3, 守靈惡魔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70 自信是女人最美麗的外衣 江映雪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87 不要留戀射出去的箭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694 神魔之歌. 卷六: 九尾妖狐.最後封印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00 獵影. 下篇: 神級老祖宗歸位 玖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17 川普震盪 李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24 刑警手記之重案組. 4, 暗夜之罪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55 別用負面的心情,看待負面的事情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62 讓人瞧不起的勇氣 向愷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79 探靈筆錄之7: 瘋狂證言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86 探靈筆錄之8: 食人詭案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793 微笑惡魔. 6: 終章*闊別千年的擁抱 魔女星火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429 解剖太極: 跳脫只談感覺的藩籬 林開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436 臺灣漢留武學理法運作原理釋義 劉康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5443 腰橫秋水雁翎刀: 刀劍合一.舉世無匹 蔡永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450 武學探真 馬明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5467 心意大成拳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602 戰慄情人: 風象星座的愛與恨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207 全家一起fun野趣 彼得.布朗.霍夫梅斯特(Peter Brown Hoffmeister)著; 游鈞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214 跟著樂爸 非住不可: 全臺親子遊住宿實用手冊 樂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湛天創新科技

普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16632 不創業,就等死 林偉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568 雨卦的象體與理體 林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68 雨卦的象體與理體 林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75 寵物美容丙級學術科解析 蕭智元, 林佑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75 寵物美容丙級學術科解析 蕭智元, 林佑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82 蔬菜. II 曹幸之, 羅筱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582 蔬菜. II 曹幸之, 羅筱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602 盜火劇團(華文劇本Lab). I: 《那邊的我們》《姊妹》劉天涯作.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936 集郵彙報. 2017年 郵文聯誼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172943 孫中山的革命人生與歷史記憶: 百年郵史留住偉人足跡何輝慶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605 林餘慶&魏杏諭作品集 林餘慶, 魏杏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774 雷博士16堂食安的必修課 雷小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6594 觀光資源概要: 領隊導覽必讀之經典 黃榮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600 環境與人類生態 林綱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617 觀光產業創新優質服務專業人員認證 甘唐沖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624 旅館英文 胡宜蓁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46631 成本與管理會計 陳敏齡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7846648 餐旅英文 胡宜蓁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46747 觀光餐旅概論: 餐旅達人必備的學習秘笈 吳勉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808 觀光領隊與導遊: 環遊世界的捷徑 由您親自開始黃榮鵬編著 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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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46822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萬能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822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萬能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839 統計學概論: 大數據分析的領航員 謝昌邦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46839 統計學概論: 大數據分析的領航員 謝昌邦編著 三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文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田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郵文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朝代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盜火劇團



9789577846846 東亞戰略安全的三角習題 陳俊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853 余雪明講座教授的證券法學說 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860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華立編委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877 葡萄酒賞析: 品嘗我的第一杯葡萄酒 何美億, 何鈺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884 服務品質管理: 提升服務品質的思維與作法 吳勉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891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2017 李奇嶽, 陳善珮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6907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井柏紳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6914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2017 程健行, 陳善珮, 李奇嶽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21 芳香療法 郭姿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38 旅遊糾紛與緊急事件處理: 解析旅遊契約,糾紛案例探討,緊急事件處理劉惠珍, 陳怡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45 會議展覽禮儀: 會展達人必備禮儀知識 傅儀琳, 張秀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52 行銷學概要: 全球競爭 鄭紹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69 世界飲食文化: 立足臺灣、從飲食文化看世界 張玉欣, 郭忠豪, 蔡倩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76 觀光暨休閒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行為的了解,為行銷成功的基礎黃金柱, 吳冠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6983 觀光行銷: 顧客導向的服務業行銷 巫喜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6990 中餐廚藝概論 岳家青主編 郭木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003 元雜劇道教主題研究 諶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010 元代戲曲腳色體製研究 諶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232 臺灣傳統零售市場產業之分析 許介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2980 「非」向自由 江慧娟文; 蘇文樹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2997 舊金山自助超簡單 郭芷婷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3000 小腳ㄚ遊臺灣. 2: 親子旅遊超好玩 劉芷溱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017 遊戲上海: 穿越魔都百年行 黃偉雯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104 最新護理學導論 蘇麗智等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272 輔助暨整合療法 梁翠梅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302 護理藥理學 吳文彬等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1944319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 概念與實務 蕭淑銖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333 基本護理學 蘇麗智等作 三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1944326 基本護理學 蘇麗智等作 三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1944340 實用產科護理 王淑芳等作 八版 精裝 1

9789861944357 實用兒科護理 陳月枝等作 八版 精裝 1

9789861944371 護理倫理概論 尹裕君等作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857 士師速寫: 士師人物研究 郭祝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7893864 杏樹枝. 5: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約伯記.詩篇1-30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309 鋼琴彈唱與獨奏的10堂課. 初階 張春慧編著 精裝 1

9789869473316 鋼琴彈唱與獨奏的10堂課. 高階 張春慧編著 精裝 1

9789869473323 鋼琴彈唱與獨奏的10堂課. 進階 張春慧編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傑克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2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8234 雅杏畫會. 2017. 四 石麗卿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198234 雅杏畫會. 2017. 四 石麗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363 你所謂的穩定,不過是在浪費生命 李尚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9370 精進的力量 采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066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3073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3097 寵妻如令 霧矢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6709 寵妻如令 霧矢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6723 寵妻如令 霧矢翊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6716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46730 寵妻如令 霧矢翊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096 主耶穌的音樂盒: Lulu與Jesus的對話 邱乙如作 平裝 1

9789868952096 主耶穌的音樂盒: Lulu與Jesus的對話 邱乙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801 日文單字萬用手冊 雅典日研所編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753818 商業實用英文E-mail. 業務篇 張瑜凌編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0618 10分鐘上菜: 自製速食調理包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625 手作私房素點心 鄭雅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632 蒸的料理蒸好吃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443 Contrabajisimo taiwan fantasy 蔡歆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5450 離歌: 給低音提琴與鋼琴 李元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79 雲林古坑拳頭仲傳奇 李添瑞, 林麗美執行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雅杏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言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斐亞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林古坑拳頭仲傳奇蒐編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黑門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098 新世紀的商業大解密 胡偉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505 新世紀的領導、管理新思維 胡偉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6688 布卡律動劇場: 大海的星願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7852 觀光行銷 李奇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883 資訊與網路安全實務 黃明祥, 林詠章, 周永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890 財務管理概論 徐燕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920 會議與展覽 周幼明, 林冠文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17937 會議與展覽管理實務 周幼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917944 投資學: 分析與管理 林正寶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951 透視財務報告奧秘手冊系列. 二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968 研究方法: 解決問題導向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982 悅讀生命與倫理的交響樂章: 平衡人生 呂春明等編著; 朱介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7691 藝意非凡: 雲林縣東南國中美術班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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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288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籌備委員會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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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2366 大師說的對: 偉大智者的人生智慧 田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66 大師說的對: 偉大智者的人生智慧 田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73 男人健康書: 專業醫師給成功男士365個健康忠告莎曼醫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73 男人健康書: 專業醫師給成功男士365個健康忠告莎曼醫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80 不生氣哲學: 72招不生氣情緒管理法 李文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80 不生氣哲學: 72招不生氣情緒管理法 李文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397 愛情想要修成正果,就不要討好男人: 愛情,不要失去自我鄭絜心編著 平裝 1

9789869382397 愛情想要修成正果,就不要討好男人: 愛情,不要失去自我鄭絜心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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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雲縣東南國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昕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雲門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9789869433006 提升你的交際魅力100招: 一學就會的社交心理學宋天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06 提升你的交際魅力100招: 一學就會的社交心理學宋天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13 學會尋找快樂是生活的一種智慧: 一本啟發女人智慧的能量書江秀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13 學會尋找快樂是生活的一種智慧: 一本啟發女人智慧的能量書江秀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20 領導是技術,也是藝術: 帶好團隊的99個技巧 盛安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20 領導是技術,也是藝術: 帶好團隊的99個技巧 盛安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37 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9堂課讓你效率加倍李景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37 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9堂課讓你效率加倍李景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44 危機就是轉機: 化危機為轉機的55條應變策略 盧文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44 危機就是轉機: 化危機為轉機的55條應變策略 盧文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51 第一桶金的秘密: 改變人生命運的創業傳奇 白景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68 管理者最易犯的108個錯誤 張漢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75 最新實用生活禁忌. 飲食篇 小林慧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082 心理健康完全使用手冊 小林慧美編著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9433099 一本書讀懂性格: 認識性格、優化性格、運用性格牧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07 超級情緒整理術 林文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21 這樣做,讓你的愛情永保安康: 女孩要有自己的愛情戒律鄭絜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817 般若性海: 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宗教論壇論文集. 2016呂姝貞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716 聰明不會讓你更快樂: 清淨才是真工夫 元丹欽列多吉仁波切傳述; 德蒙多吉整理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1812 Super A Baby B Candy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21836 Super i student book 陳麗芬, 林晏瀅, 陳美芳文字編輯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1850 Super i student book 陳麗芬, 林晏瀅, 陳美芳文字編輯 再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1874 Super i student book 陳麗芬, 林晏瀅, 陳美芳文字編輯 再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789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孫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1796 於是,游泳: 全球第一本游泳詩集(中法雙語版) 陳秋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804 餘波未了 王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740 大清王朝的那些祕史趣聞 劉繼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88 魔法回正術: 腰.肩.膝蓋，「扭轉」就治得好! 山內英雄, 島泰三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795 對工作、人生迷惘時,就看亞里斯多德吧! 小川仁志著; 王盈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825 慢情緒心理學 楊秉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832 不抱怨是一種幸福/全集 徐竹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茂文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菁英文教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7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2153 三國蜀漢祕史: 諸葛亮<>偽作考 王北固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42712 Word 2010文書奧運會 許儷陵,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29 LibreOffice Impress 5.X簡報奧運會 許顥璋,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43 Google網路奧運會 賴建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50 Windows 10電腦奧運會 許顥璋,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67 LibreOffice Writer 5.X文書奧運會 許儷陵,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42774 PowerPoint 2010簡報奧運會 許顥璋, 創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940 訴訟寶典: 打贏官司的方程式 吳銘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57 環遊歐亞80天 黃新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71 來自大陸的報告 少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88 毀壞與新生: 當代啟示錄 少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995 第三勢力 少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02 變成鬼了之後 巴黎晚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19 不能停止心動的女人 風箏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26 人間修行: 靈修在修什麼?穿梭在凡間的神靈 莫林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33 揭開宗教的奧秘: 你也可以成為教主 無法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57 跟著我唸常春藤名校 蘇玉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64 BEST理論: 通往幸福之路 鐘廣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71 高高的木棉樹 古方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88 他鄉的故事 古方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195 日本鄉下女子: 阿孜薩系列 小島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307 留情布朗壩 古方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314 生與死, 靈界與靈魂 毛應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321 情深天津珠寶店 蔡有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853 劫愛 聿暘著 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361 和孩子成為親密好友 楊亮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858 Bonjour,夢享的出發點: 許詠翔簡單卻不容易的美味許詠翔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98896 牙醫絕口否認的真相: 致命的毒牙感染 羅伯特.克拉茲(Robert Kulacz), 托馬斯.利維(Thomas E. Levy)作; 謝嚴谷審訂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4703 雲端處的曙光: 抗癌勇者溫暖人心的生命故事 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4727 迷路回家: 生命為我拐了許多彎 蔡稀尹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4734 自體免疫自救解方: 反轉發炎,改善腸躁、排除身體毒素的革命性療法艾米.邁爾斯(Amy Myers)作; 歐瀚文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無限迴圈

華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限可能創意



9789869394741 練字二部曲: 冠軍老師教你部首部件練習手帖 黃惠麗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1296 戴明德作品集. 2017 戴明德作 平裝 2

9789869478403 原鄉.夢回: 周沛榕作品集 周沛榕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333 航空業經營與管理 張有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290357 行銷通路策略 Robert W. Palmatier, Louis W. Stern, Adel l. El-Ansary著; 蕭仁傑編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9290364 債券市場 薛立言, 劉亞秋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9290395 貨幣銀行學原理 黃昱程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362900 科技管理: 基礎與應用 袁建中, 陳坤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62917 管理學: 基礎實務與個案解析 黃恆獎, 王仕茹, 李文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62924 犯罪偵查學: 理論與實務 張博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2413 微生物免疫學考前衝刺總複習 楊續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02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學 王瑞瑤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26 營養生化學 黃晉修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33 新編臨床營養學 金惠民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40 烘焙學 盧訓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2857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1, 保健食品概論 李柏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64 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 2, 食品科學概論 李柏憲, 黃大維, 呂玟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71 生物實驗 曹瓊方, 曾文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888 高齡營養學 李仁鳳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895 兒童發展 陳秀才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918 廚藝概論 吳胤瑱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925 餐旅業組織結構與人力規劃 丁一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932 新編食品生物技術 楊盛行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949 天然中草藥化粧品學 張淑微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963 實用數學 陳國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2970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張耀宗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994 餐旅概論 袁文祥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007 食品感官品評學及實習 區少梅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014 水產概論 邱萬敦等合著; 黃榮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038 觀光餐旅概論 袁文祥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045 實用營養學 蔡秀玲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3052 老人照顧專業倫理 古旻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069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3076 幼兒健康與安全 張美雲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106 生藥學實驗 林慧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113 嬰幼兒學習環境規劃 黃麗錦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120 運動行銷學 林文郎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137 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必勝手冊 張瓈文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144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必勝手冊 張瓈文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175 新護理考試秘笈. 3, 婦產科護理學 羅惠敏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3182 營養學實驗 吳幸娟, 郭靜香合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畫屏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泰



9789863623199 International cosmetic: 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16: 學術論文集吳佩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212 內外科護理學(重點整理) 張凱喬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229 內外科護理學(精選題庫) 張凱喬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250 美感教育多元培育課程之規劃、實踐與產業應用林琬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281 化粧品香料學 歐錦綢, 王翠霜, 張乃方合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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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22718 上邪 蝴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524 兩生花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31 這個編輯有點怪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548 彩色の刺繡季節: 手作人最愛の好感居家提案優雅風戶塚刺繡vs回針繡的應用日本VOGUE社授權; 瞿中蓮, 周欣芃,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55 手作森呼吸!魔法廚娃の好可愛貼布縫: 實用拼布包、隨身布小物、生活家飾布品30選Su廚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62 我家毛小孩超可愛!自己作23款狗狗服&可愛小物武田斗環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79 量身訂作手作服OK!在家自學縫紉の基礎教科書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86 白膠黏貼就OK!簡單縫,好好作!新手也能駕馭の４１個時尚特選口金包越膳夕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593 Cotton friend: 顯瘦關鍵!好感度最強春服 時尚達人穿搭必備の印花手作服＆布小物BOUTIQUE-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09 從針線盒至工作室: 31人的刺繡Life 日本Vogue社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16 初學者也能輕鬆縫!10cm零碼布就能作的1小時布雜貨主婦與生活社授權;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623 皮革x布作!初學者の手作錢包: 一次滿足錢包控的45枚紙型x97個零錢包、短夾、長夾、口金包超值全收錄越膳夕香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30 簡單最好!手拿包の大好時代: 21個好用又好搭の隨身小包河出書房新社授權;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47 天然素材好安心: 親子時尚的涼夏編織包＆帽子小物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54 淨の銀飾花手作: 花朵.餐器.蕾絲......在生活點滴中創作出純淨美好的純銀style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61 Patchwork拼布教室: 戀春!幸福降臨!拼布人の甜蜜系手作特典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78 MAY & Me style簡單穿就好看!大人女子の生活感製衣書: 25款日常實穿連身裙.長版上衣.罩衫伊藤みちよ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692 手作服基礎班: 口袋製作基礎book 水野佳子著; 夏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8109 字詞寫讀廿探 朱培庚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8161 近世中國邊疆與外交論叢. 第一輯 渤海堂文化編輯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308178 清代的皇家園林: 承德古建築 王興鳳, 李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8185 人生何依 江建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8192 空華 江建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825 Retain: BL搖滾音樂劇. II<>前導漫畫 Gr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1832 Retain: BL搖滾音樂劇. II<>前導漫畫 Gran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39 民族、地理與發展: 人地關係研究的跨學科交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主編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渤海堂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紫宸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超展開編輯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順益博物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578 面子,天大的學問 田玉川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967 運動營養學 許美智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0974 高齡社區照顧環境規劃: 在地老化與社區連結 曾思瑜, 李梅英, 陳柏宗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90981 高齡生活輔具應用 毛慧芬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568 比星河更遠: 北二區學生聯合文學獎作品集. 2016周美慧, 陳謙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02575 縱橫四海: 船長.引水人的築夢傳奇 黃玉輝, 陳俞杏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014 寫生: 陳慧坤百壹紀念展 陳慧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7021 墨彩.塵外: 郭博州藝術展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7021 墨彩.塵外: 郭博州藝術展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644 天才的餐桌 四方田犬彥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651 磨滅之賦 四方田犬彥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675 Language teaching for technology university students陳岫蘭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632 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 10 康雲山等著; 王見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649 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 李玉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694 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 卞鳳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495 空服員的服務管理 蘇宏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501 老人居家健康照顧理論與實務 陳美蘭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518 綠色殯葬 邱達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525 殯葬生死觀 尉遲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549 現代新詩讀本 方群, 孟樊, 須文蔚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556 餐飲加盟連鎖經營 Mahmood A. Khan著; 李順進, 張明玲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發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翔文化



9789862982563 航空空勤與機場運務實務 徐端儀, 王姍姍, 范令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570 說話的藝術 Adelino Cattani著, 王福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587 商業心理學: 掌握商務活動新優勢 林仁和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594 生態觀光 謝文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600 領隊與導遊實務 張瑞奇, 劉原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340 破解學測物理觀念迷思 劉君信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4480357 學測考前大解密. 地理科 薛孝妘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1958 說話經濟學: 會溝通才有利益,成為職場菁英 涉谷昌三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965 如何豢飬一隻奴隸: 古羅馬管理學聖經 馬庫斯.希多尼斯.傅可斯著;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972 可樂白皮書: 全球可樂品牌大全 中本晉輔, 中橋一朗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989 大人學選擇: 成熟大人的獨立思考術 姚詩豪, 張國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1996 東大生高分讀書法: 短短30天,打造滿級分資優生清水章弘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701 簡報力,來自傳達力: 東大超人氣「人生基礎方程式」第二課上田正仁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718 漂流木Driftwood: 旅英野生藝術家優席夫的流浪傳奇優席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260 貨幣銀行學精進教學品保與課程改善歷程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277 稅務規劃精進教學品保與課程改善歷程 黃寶慧作 平裝 1

9789865631284 管理會計精進教學品保與課程改善歷程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291 金融資產與理財精進教學品保與課程改善歷程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503 建築之間: 公共空間生活 揚.蓋爾(Jan Gehl)原著; 陳朝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510 人的城市: Cites for People 揚.蓋爾(Jan Gehl)原著; 陳朝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527 世界末日帶上貓 天川著 平裝 1

9789869413534 匿名工作室 白小寞著 平裝 1

9789869413541 陰間出版社 鄭禹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541 陰間出版社 鄭禹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088 銀座漫步: 1丁目到8丁目完全攻略 大人的週末編輯部作; 楊佩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554 旅日趣: 輕井澤.清里.蓼科 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聖怡, 蕭睦頤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624 Open 陳志駒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富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創詠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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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3930 游遍天下旅遊指南工具書(專業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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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7293 七星打劫最終章 秦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05 子平真詮評註新編 徐樂吾評註; 劉賁整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12 紫微斗數命運分析. 實例篇 徐曾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29 易經八字洩天璣 星海釣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36 淵海子平透析 (宋)徐升原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625 東京老饕帶路: 燒肉.串燒.鍋物.丼飯.拉麵.炸豬排人氣餐館大特搜肥仔阿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661 性愛的科學: 越做越愛,讓兩個人更有感覺的親密處方箋沈子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1340 一把美工刀削出可愛小動物 許志達著 平裝 1

9789869401371 運動這樣吃就對了 梁家瑋, 梁峻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1388 打造你的簡單生活 hol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102 一隻企鵝教我的事 湯姆.米榭(Tom Michell)著; 高霈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119 沒了名片,你還剩下什麼?: 32個上班族增加自我籌碼的方法張國洋, 姚詩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4140 泰國,芒果吃酸的,咖啡喝甜的!: 微笑國度的近距離文化觀察姜立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157 我與村上春樹,書,還有畫筆 安西水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188 美國手工皂女王的天然香氛製皂聖經 安瑪莉.費歐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065 Studio(21)B1字彙本(德中對照) Vanessa Wirth著; 余淑雲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072 中級英檢萬試達: 複試試題 James Baron, Jessica Beck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089 中級英檢萬試達: 初試試題 James Baron, Jessica Beck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096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1 Andre Louw作 平裝 1

9789576068102 初級聽力高分過 謝柏均, Ted Pigott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119 西班牙文. 一 陳碧交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6068126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Andre Louw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068133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Andre Louw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068140 English works of the office Lauren Tang, Ester Wu, Julie Chou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68171 English works for the office Lauren Tang, Ester Wu, Julie Chou作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635 氧化渠汙水處理廠設計概念、方法與實務 陳政漢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70642 道路工程理論與實務. 下 陳政漢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45530 職場巧實力 Career職場情報誌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645547 理工醫農科系工作大解密: 30頂尖職人教你生涯規劃Career職場情報誌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游遍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0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創新健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就業情報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敦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559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1 Imran Durrani[主編]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89566 Language is life Ben's new school starter. B Imran Durrani[主編]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802 奶油融化了 蘇益賢文; 廖國成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1360 道藏靈寶領教濟度金書. 符籙篇 (南宋)甯全真傳授; (元)林靈真編輯; 林東瑨編校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521 花眸似慾: 林麗玲繪畫集 洪晨禎等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50538 貢旭煉影: 吳淑玲作品集 吳淑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545 燦令聖蕊: 田中裕子作品集 田中裕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681 師法日本棒球名人落合博滿: 三冠王的打擊原理落合博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698 繪畫起手式: 素描、訓練的思考方法 Miori Naritomi著; 黃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704 實用包裝設計與展示架精選 郡連順, 莊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01728 專業包裝設計應用精選 鞠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8194 那些APP好用的祕密: 黏住使用者的魅力&UX好感度設計彭其捷, 楊淑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8811 WordPress Plugins百大外掛精選 Pseri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033 ERP: 企業資源規劃原理與應用 陳孟建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262 彩繪天堂Painter15數位插畫輕鬆學 吳宜瑾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0569 超實用!業務.總管.人資的辦公室WORD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668 Active Directory環境的PowerShell活用指南 Uma Yellapragada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43 Mac活用萬事通: El Capitan一本就學會! 蘋果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903 SOLIDWORKS Composer培訓教材(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276 職業駭客的告白. 二部曲: Python和Ruby啟發式程式語言的秘密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467 Node.js設計模式 Mario Casciaro著; 柳百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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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1597 工作效率UP!Excel VBA關鍵技法與活用範例大辭典Excel Hom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597 工作效率UP!Excel VBA關鍵技法與活用範例大辭典Excel Hom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10 ASP.NET 4.6動態網頁程式設計技術實作: 使用C#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34 Windows Server 2016系統管理與伺服器建置實戰酆士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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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敏煌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雄獅鉛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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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藝術中心



9789864341665 從零開始學Python程式設計 李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672 從範例學MINITAB統計分析與應用 唐麗英, 王春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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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26 Excel數字力: 輕鬆提升你的業務力 田中耕比古著; 長尾祐樹, 博碩文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33 Google For Education認證教育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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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341757 職業駭客的修練. 指標實務篇: 瞬間秒懂C指標、從此不再被折磨秋聲, 黃志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64 SOLIDWORKS電器設計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771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2017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771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2017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788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795 深度學習快速入門: 使用TensorFlow Giancarlo Zaccone著; 傅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01 程式設計師之禪 Christian Grobmeier著; 榮耀, 朱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18 UML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游峰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25 Blender 3D基礎建模: 3D設計新手超入門 游峰碩, 侯宜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825 Blender 3D基礎建模: 3D設計新手超入門 游峰碩, 侯宜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832 設計師都該懂的UI/UX設計實務: 超圖解跨裝置網頁設計實戰講座エ・ビスコム・テック・ラボ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49 Android專案開發實戰: 叫車服務App的設計實務大解密黃士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56 破解線上遊戲: 電玩駭客的自動化Bot開發寶典Nick Cano著; 黃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63 MIS的安全防禦: Linux系統與網路安全 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870 Google For Education上課趣: 文件、試算表、簡報、雲端教室完全活用江軍, 葉俞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00 WordPress+AWS架設企業級雲端網站 Sebastian Hs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17 超實用!Word.Excel.PowerPoint辦公室Office必備50招省時技張雯燕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1924 SolidWorks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9: 模型轉檔與修復策略吳邦彥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31 讓免費網路資源行銷幫你賺大錢: 最完整的網路資源資訊,就看這一本!創意眼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55 從零開始學Visual C#2015程式設計 李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62 MIS網管達人的工具箱 酆士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1986 通往高級駭客的修行之路: 反逆向工程的武功絕技春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993 Ardublock+App Inventor 2輕鬆學: 玩積木寫程式,輕鬆進入Arduino的創意世界藍永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20 應用統計學 李德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37 WordPress站長練功秘笈: 網站客製化、佈景主題與外掛開發的16堂課何敏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44 7天學會設計模式: 設計模式也可以這樣學 Yan(硯取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68 通往高級駭客的修行之路: 組合語言進階修行與反逆向分析秋聲, 春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82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金融商管實務案例 林萍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105 漫話PHP: 史上最易懂的PHP手冊 陳琨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712 我是小醫生 AZ Books編輯群作; 陳筱甯譯 精裝 1

9789869358750 我是小警察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傅可銘翻譯 精裝 1

9789869358774 我是探險家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傅可銘翻譯 精裝 1

9789869358781 大大小小 Ji-yu Kim撰文; Seung Ju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58798 高高低低 Ji-yu Kim撰文; Mickybi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05 看我變魔術 Ji-yu Kim撰文; Yu-jin Shi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12 立體翻翻書: 猜猜我是誰? Ji-yu Kim撰文;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29 輪子咕嚕嚕 Ji-yu Kim撰文; Hyeon-gyeong Cho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36 怦!怦!身體會說話 Young Lee撰文; Ga-young Je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797 阿卡西紀錄 茂琳.聖哲曼(Maureen J.St. Germain)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3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黃裳元吉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6165 我天生就帶著防備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172 我慢慢地長大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189 有禮貌的寶寶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196 珍惜糧食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02 我們是南極紳士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19 小小夢想家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26 雲朵的奧秘 穆函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33 我愛爸爸媽媽 仙島圖; 金花文 精裝 1

9789865646240 親子閱讀繪本 仙島圖; 金花文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130 太神奇了!變身日本旅遊達人只要30天 建國中學日語科教師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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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第17冊 2

978986945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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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第17冊 2

978986945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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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平裝 第17冊 2

978986945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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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版 其他 第17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851 黑猩猩政治學: 如何競逐權與色?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作;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868 食農社會學: 從生命與地方的角度出發 桝潟俊子, 谷口吉光, 立川雅司等編著; 蕭志強等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882 儒化共產黨?當代中國「儒家復興」之政治命運彭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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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485 歧視: 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 黑川綠, 藤野豊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624 交響四季.照顏色 張翠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5631 東方藝境: 當東方遇見西方意境符號交相融: 林信榮作品集林信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802 骨董. 2017 骨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薰樓藝術集團333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樂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福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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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320498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 最撼動人心的故事暨宜蘭美好食宿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807 漫步臺灣島. 5: 北臺灣美好食宿精選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814 世界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5: 創業家的奮鬥故事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336 歧夢園Byroad: Time Odyssey楊忠銘版畫圖冊 楊忠銘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1609 空華水月: 李蕭錕的現代書藝 李蕭錕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441 心理學力量 鮑菲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58 地心冒險記 儒勒.凡爾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72 習慣的力量 趙靜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89 趣味心理攻心術 唐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496 智慧人生: 水月雲影 吳光遠, 葉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00 氣質的力量 張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17 品味人生: 朝顏夕改 吳光遠, 葉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24 淡定人生: 無矢無得 吳光遠, 葉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31 富足人生: 恆觀自在 吳光遠, 葉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48 過得安穩便是贏家 濤聲依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55 活得自在就是好命 濤聲依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6212 幸福廚房 王惠淑, 林麗華, 王秀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6229 理財與生活: 富朋友.窮朋友掙錢術 唐祖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56236 愛上米食: 從認識稻米到做出美味米食料理 何金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7370 恩客請自重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87 我的男友不一般 白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394 少東的小麻煩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60 冷男的戀礙習題 璵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77 富豪的脫單計劃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84 奉子不婚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691 妻職終身保固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07 總統套房的貴客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14 壓倒冷面男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21 福妻拐進門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38 大神是個悶騷貨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紫藤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嚴淨室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月文化



9789862887745 社長你這叫明戀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52 喜床上的陌生人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69 房客行行好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76 活閻王坑妻 裘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83 將軍,珊珊來了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790 前夫拒絕退場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06 騙嫁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13 下堂妻的富貴路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20 娘子一根筋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37 元氣娘出嫁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44 夫君是匪類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51 臨演貴婦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899 聚財妻入門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05 結婚注定有道坎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12 小嫁娘 葉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29 前妻請留步 凡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36 黃金宅男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43 不是冤家不同床 璵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50 獨佔上司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67 先生耍流氓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74 視妻如命 楊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439 貞穎媽嬰幼兒手指食物: 100道低糖.低鹽.低油 無麩質.低敏副食品吳貞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491 教孩子負責: 別搶著替他投每一顆球 黃明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514 懷孕生產大百科 主婦之友著;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538 世界冠軍的幸福甜點: 40道蛋糕、塔類巧克力、餅乾、奶酪布蕾、糖果製作配方楊嘉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545 撕掉孩子的NG標籤: 先接納、再賞識,就能順應特質教王君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590 君君老師5分鐘全營養蔬穀飲食法 郭素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240 360°都可愛の羊毛氈小寵物 須佐沙知子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57 好用又可愛!簡單開心織的造型波奇包 BOUTIQUE-SHA編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64 輕盈感花樣織片の純手感鉤織: 手織花朵項鍊x斜織披肩x編結胸針x派對包x針織裙Ha-N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71 袖珍屋の料理廚房: 黏土作の迷你人氣甜點&美食Best82ちょび子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88 可愛北歐風の小巾刺繡: 47個簡單好作的日常小物BOUTIUQE-SHA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295 摺!剪!開!完美剪紙3 Steps: 166枚好感系x超簡單創意剪紙圖案集室岡昭子著; 黃鏡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3101 袖珍模型麵包雜貨: 聞得到麵包香喔!不玩黏土,揉麵糰!ぱんころもち, カリーノぱん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118 午茶手作.半天完成我的第一個鉤織包: 鉤針+4球線×33款造型設計提袋=美好的手作算式BOUTIQUE-SH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3125 1小時完成!學會21隻萌系羊毛氈小動物 はっとリみどリ著; 洪鈺惠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1522 健康與生活: 開創樂活幸福人生 張李淑女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1706 生物科技產業概論 王祥光著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1737 觀光學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1782 水質分析檢測及實驗 陳昌佑編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1836 產科護理學 周雨樺等編著 第八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文京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新手父母



9789864302260 中餐烹調實習 周振文, 李永馨, 林瀠諄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4302284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必勝寶典 陳忠良, 陳翠芬, 傑克編著 七版 平裝 2

9789864302307 生物統計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統計小組彙編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2314 眼鏡材料技術 高雅萍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4302321 食物學. II 林秀卿, 林彥斌編著 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2338 眼應用光學基礎 李顯賀編修; 宋慧琴主編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345 驗光人員法規與倫理 陳惠伶, 陳錫評, 賴永盛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302352 分子生物學 曾哲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369 基礎雙眼視覺學 陳揚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376 心理學概論 鄧明宇, 李介至, 鄭凰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2383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 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390 汽油噴射 高繼先編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2406 芳香療法 吳奕賢, 程馨慧編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2413 雷射工程 楊寶賡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420 音樂賞析. 燦爛鋼琴篇 林慧珍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4302437 行銷管理: 實務與應用 劉亦欣編著 五版 平裝 2

9789864302444 臨床檢驗判讀 王嘉莉等編著; 楊文理主編 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451 眼鏡門市服務與管理 楊智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4302468 長期照顧 黃惠璣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2475 眼鏡店管理 李捷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4302482 臺灣府城經典: 導覽.逍遙遊 潘世昌等編著; 黃源謀主編 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2499 工業通風 林子賢編著 五版 平裝 2

9789864302505 管理心理學: 實務與應用 劉亦欣編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2512 免疫學 王政光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2

9789864302529 生物技術 張玉瓏, 徐乃芝, 許素菁合著 第六版 平裝 2

9789864302536 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 朱介國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543 法律與生活 劉瀚宇編著 三版 平裝 2

9789864302550 營建法規 陳泓文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302567 人際關係與溝通 黃培鈺編著 第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2574 地理 郭大玄編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581 導覽解說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30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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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版 平裝 2

9789864302628 兩岸關係與政局 潘錫堂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4302635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護理行政 林素戎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642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基本護理學 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659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賴志河等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666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解剖生理學 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第十版 其他 2

9789864302673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滿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680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病理學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697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精神科護理學 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703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產科護理學 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710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藥理學 黃安正等編著 第七版 其他 2

9789864302727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內外科護理學 林靜佩編著 第八版 其他 2

9789864302734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兒科護理學 羅高文編著 第九版 其他 2

9789864302741 中餐烹調實習 周振文, 李永馨, 林瀠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741 中餐烹調實習 周振文, 李永馨, 林瀠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758 CPLD全方位導引 黃國倫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2

9789864302765 郵輪旅遊概論 呂江泉編著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217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103

詹氏



9789577055224 透天厝結構體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231 智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附97-105年術科試題精解)江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248 乙級升降機裝修技術士學術科題解手冊(附勞動部105年最新公布之學術科試題&解答)呂俊彥, 謝宜璋, 鄭瀚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255 建築造型提案: 廠房、辦公大樓、公共及宗教建築200PLUS黃光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262 排水吊管速查手冊-施工現場版: 施工尺寸完全對應版樊敏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279 三小時搞定基礎工程估算作業 陳重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293 國家考試第二類計算機使用指南 黃克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309 營建法令輯要. 105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5316 連續壁工程實務 倪至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323 智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重點精解暨學科破解攻略(附90-105年學科試題精解)江軍, 關韻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347 丙級建築塗裝術科施作詳解手冊(含學科歷屆試題及測試參考資料)呂忻峰, 林木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361 智在法拍!那些法拍屋老師沒有教你的事 張明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385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謝仰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408 CSI見築現場: 建築識圖應用 王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415 建築物裝修浴廁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謝俊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956 自助遊一本就GO!玩遍韓國全攻略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2231 (彩圖版)一次輕鬆讀懂二十四史故事 龔書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40 自助遊一本就GO!巴黎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57 自助遊一本就GO!桂林深度遊最強地圖導航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64 自助遊一本就GO!麗江深度遊最強地圖導航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64 自助遊一本就GO!麗江深度遊最強地圖導航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71 自助遊一本就GO!西藏深度遊最強地圖導航書 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88 糖尿病配餐飲食便利帳 李淑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7995 中風復健飲食宜忌大百科 柴瑞震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642 Inspire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869196659 Reading for pleasure Benjamin Johnson[作]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196666 Reading for pleasure Benjamin Johnson[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196673 電子商務 孫思源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196680 Blue Chip. Into Benjamin Johnso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196697 Listening for pleasure. 1: better communication Benjamin Johnso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366700 iLAB Analog: circuit design, simulation, and testing Kai-Tai Chen, Yun-Chao Chen[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721422 現代圖解邏輯易經 葉勁君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1491 漢傳佛教的時代意義 釋果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08 道教內學探微: 以內丹及齋醮為核心 蕭進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177 近代中國金融機構會計的變革(1823-1937) 許紫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207 周易禪解 (明)蕅益大師等著 初版三刷 平裝 1

9789571722214 師道合一: 湘中梅山楊源張壇的科儀與傳承 呂永昇, 李新吾編著 臺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221 近代中國民間宗教經卷文獻 王見川, 范純武編 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238 六朝詩歌中知覺觀感之轉移研究 陳秋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245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 邱偉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252 易經卦象解秘 葉勁君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文豐



9789571722269 后土地母信仰研究 蕭登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276 太上玄門功課經譯注 陳柏勳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290 佛教文學裡的聖凡男女 李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306 俗文學叢刊. 第六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313 上黨佛化史論稿 張君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320 晉城佛教金石錄 張君梅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2337 臺灣珍藏善本叢刊.古鈔本清代詩文集. 二輯 王國良等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344 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 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351 一切總歸儒林: <>與清初學術研究 黃聖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368 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理論與實踐 尚永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382 禪思想與禪美學 賴賢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399 鳴沙風雅: 林聰明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 陳憲仁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405 臨水百人修行錄 臨水文化研究委員會編著; 林振源主編 臺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1722405 臨水百人修行錄 臨水文化研究委員會編著; 林振源主編 臺一版 精裝 上冊 2

9789571722412 學曆十論 陳廖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436 天地冥陽水陸儀文 黃運喜, 張蘭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1500 氣功靜坐調心: 我們都將會改變在一剎那之間 在一眨眼之間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17 世界第一商人羊皮卷: 比爾.蓋茲隱藏沒給大學畢業生的人生建議史華茲(Mark Swart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31 科斯托蘭尼勝經: 有些事做錯了才知道有些事做對了還不知道格林納特(Julian Green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55 富爸爸窮爸爸傳道書: 鳥兒希望化為一朵白雲白雲希望變成一隻飛鳥柯白(Robert Corb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62 理財最大的冒險: 就是高檔還在買險極簡才是最高級的複雜哈斯(John Haas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586 你的舒適圈有多大: 你的財富就有多大;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注定結局達爾林(Ted Dahl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09 富爸爸窮爸爸秘密武器: 只能穿著西裝改西裝不能卸下衣服改衣服恩斯特(Mike Erns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23 K線能力圈圈錢致富: 先為你的產品找顧客後為你的顧客找產品克利斯帝(Ben Christi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54 現場主義匠人真經: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凱西克(Richard Kasich)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661 黃金價值線四個合夥人: 醉漢在路燈下找鑰匙說是因為那裡比較亮克魯茲(George Cru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08 價值投資與價格投機: 每個人都看自己想看的沒人願意看事實的全部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15 成功的人改變方法: 不改變其目標失敗的人改變目標不改變其方法希斯卓(Kevin Systro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46 富爸爸窮爸爸幸福空間: 關於過去的你告一段落關於未來的我敬請期待布魯索(Scott Brusaw)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60 外丹功與內丹功: 健康的身體是靈魂的客舍病弱的身軀是靈魂的監獄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77 真正的富爸爸窮爸爸: 魔鬼藏在細節的背面上帝與金錢藏在夾縫中萊斯(David Ric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84 東方民俗自然療法: 靈丹妙藥有三: 一是開心的笑容二是睡一個飽覺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791 堪輿與風水: 利百代我葬出王侯你葬出賊頭他葬出寇仇還有的白頭樓蘭摩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07 百病氣功療法: 健康與財富是孿生兄弟富人比窮人多活十年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14 易經投資學888: 再美好也經不住遺忘再有錢也抵不過時間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21 達摩五官總論一生懸命: 宣傳站在雞蛋那一邊永遠站在時間這一邊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38 羅盤白話解說: 有不可知者 有不可不知者 有不可忘者 有不可不忘者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45 氣功導引按摩: 一副健康與美麗的面孔就是一封最佳的介紹信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52 氣功男女丹法: 美國首富洛克菲勒的第二個野心是活到100歲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69 止漏睡禪臥功: 我眠則享人生的美夢我覺則盡人生的責任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76 氣功呼吸調息: 每個人都擁有一項資產它比其他的資產價值高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83 氣功煉形調身: 三境界: 體態決定你的健康體重決定你的幸福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890 氣色與天羅一本萬利: 今之沉潛者終將復出 今之顯要者必將消沉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13 最強的讀心術聚人財: 這個金色盒子是要送給世間上最貧窮的人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20 個性就是命運: 幽夢影: 人類並不討厭流行變化只是討厭改變自己罷了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37 男人的面孔是他的自傳: 女人的面容是她的幻想鮮花不全在一個花環上羅格夫(Adam Rogoff)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68 人可以貌相財富可以斗量: 麥唐納用一根迴紋針換到了一棟免費的房子樓蘭摩天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75 微熱山丘K線起漲: 天下普通人都敗於一懶字 古今聰明人都敗於一傲字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1982 小型股點石成金14步: 先找到客戶群再創業 技術一流自有現金流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7

經史子集



9789863911999 賺錢聖經塔木德: 利用別人砸過來的磚塊 來建構一個堅固保壘納斯(Timothy Nurs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02 蜜蜂與蒼蠅 經驗無用論: 看書是從頭到尾 經營卻是相反 你得從終點開始做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19 教授的影子 學歷無用論: 教育不能取代堅持 這世上充斥著有學問的遊民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26 不能違背的兩點鐘規則: 龐氏騙局的思維不改變 貧窮困苦不會自己改變赫夫曼(Bob Huff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33 你持有聰明錢?還是笨傻錢?: 愈難賣的東西愈需要故事 市場的各個角落都有故事赫夫曼(Bob Huff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40 五種天上掉下黃金的SOP: 男人最怕沒錢被女人看不起 女人最愛男人有暴發戶神威赫夫曼(Bob Huff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57 搶賺中間財 搶購最終財: 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 貪者決取其利 愚者不愛其死魯比歐(Marco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64 K線阿拉丁神燈41盤: 短勝不如長勝 長勝不如永勝 永勝不如穩賺不賠魯比歐(Marco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71 塔木德第二哩路才賺: 我們藉由得到的維持生活 我們藉由付出的創造生活艾里斯(Maryann Ell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88 塔木德第三條修練: 知道是不夠的 我們必需運用 希望是不夠的 我們必需行動哥爾頓(Kahlil Galt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095 塔木德第四黃金律: 不要成為一時成功的人 要成為永遠有價值的人華特曼(Thomas Water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01 世界三大奇書: 智慧書: 成功是虛榮的名師 她會引誘過度擴張與自信不敗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18 有這五件事 你一定完蛋: 其實沒有人瞧不起你 因為別人根本就沒有瞧你李奇(Matthew Leak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25 哈佛大學外第八種幸福: 為何人被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未曾預料的結局李奇(Matthew Leak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32 百萬富翁的第六種人生: 該說的都已說過但因沒人在聽所以還得全部再說一遍李奇(Matthew Leak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49 悲慘世界中有美麗人生: 我的心曾悲傷七次 我曾經七次鄙視自己的靈魂李奇(Matthew Leakey)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56 K線圖大趨勢: 小轉折: 執行長會賺錢就會賺錢不必揚言力拼轉虧為盈赫夫曼(Bob Huff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63 價值投資聖經: 影子: 聖經投放光明 現金投放溫暖 支票投放繩索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70 主動式收入被動式收入: 其中有詐: 真實的女孩不完美 完美的女孩不真實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87 第18種賺錢方程式: 我們欲望中的標第物 我們很快就信以為真錢思樂(Marvin Chancellor)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194 第1031號大富翁筆記本: 財富的侏儒如何變成巨人?人生有三樣東西不可挽回魯比歐(Marco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00 K線: 此地錢多人傻速來: 世界上最貴的線是K線 世界上最貴的蛋是臉蛋魯比歐(Marco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17 K線: 有錢人終成眷屬: 沒錢人變成天使 有情人難有歸屬 無情人尋求所屬魯比歐(Marco Rubio)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149 中華民國...道生盃全國國術錦標賽. 第十屆 林昌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4149 中華民國...道生盃全國國術錦標賽. 第十屆 林昌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2540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Earl Babbie著; 林秀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342 土壤力學與基礎工程 Braja M. Das原著; 黃安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519 發展心理學. 下: 青少年到晚年時期的發展 Robert V. Kail, John. C. Cavanaugh著; 游婷雅, 郭俊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23 發展心理學. 上: 兒童發展 Robert V. Kail, John. C. Cavanaugh著; 游婷雅, 郭俊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30 認知心理學 Robert J. Sternberg, Karin Sternberg原作; 李宏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47 西洋現代史 Robert O. Paxton, Julie Hessler著; 陳美君, 陳美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61 計量經濟學 Jeffrey M. Wooldridge原著; 胥愛琦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32878 社會工作研究法 Allen Rubin, Earl R. Babbie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885 經濟學原理 N. Gregory Mankiw原著; 王銘正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632892 經濟學 N. Gregory Mankiw原著; 王銘正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632908 管理經濟學 James R. McGuigan, R. Charles Moyer, Frederick H. deB. Harris原著; 胡均立, 邱俊榮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32939 New listen in David Nunan, Jeff Curran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946 New listen in David Nunan, Jeff Curran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2953 New listen in David Nunan, Jeff Curran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5632960 策略管理 Charles W. L. Hill, Melissa A. Schilling, Gareth R. Jones原著; 朱文儀, 陳建男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5632977 幼兒教育概論 Ann Miles Gordon, Kathryn Williams Browne原著; 洪蓉徽, 胡美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984 線性代數 Ron Larson原著; 翁慶昌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36526 管理學 Richard L. Daft, Dorothy Marcic著; 林財丁, 趙慕芬, 李雅婷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533 環境科學 G. Tyler Miller, Scott E. Spoolman原著; 李載鳴, 林虔隆, 洪念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540 社會心理學 Saul Kassin, Steven Fein, Hazel Rose Markus著; 洪光遠, 程淑華, 王郁茗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9789869436557 人際歷程取向治療: 整合模式 Edward Teyber, Faith Holmes Teyber原著; 吳麗娟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6564 熱力學 John R. Reisel原著; 吳柏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571 中小企業管理: 創業的觀點 Justin G. Longenecker等原著; 李國瑋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3029 社會學(精華版) Margaret L. Anderson, Howard F. Taylor原著; 齊力, 黃儀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3067 策略管理 Michael A. Hitt, R. Duane Ireland, Robert E. Hoskisson著; 劉邦典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6842 霧的鋼琴詩想: 雲天攝影詩集 雲天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650 佛羅斯特詩集 羅伯特.佛羅斯特原著; 曹明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068 雲薖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精裝 1

9789868852068 雲薖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0990 熱愛大自然文化教育之核心課程系列: 「人之美」的生活美學汪慈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7925 教育園丁<>: 竹社宗師蘇子建先生傳記、詩文暨書畫彙編許錦雲等傳記執筆; 蔡瑤瓊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56 查理斯.衛斯理的生平及其詩作: 依然愛慕 金振斗著; 許仁策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894 耶路撒冷 尤坦.奧圖蘭吉尼(Yotam Ottolenghi)作; 王晶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5434 安琪拉的灰燼 法蘭克.麥考特(Frank McCourt)著;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441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系列 杉作, 杉崎守著; 涂愫芸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395458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艾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5465 背叛的幽靈 約金.桑德(Joakim Zander)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5472 娃娃看天下: 不公平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5489 娃娃看天下: 地球還好嗎?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8341 千里步道,環島慢行: 一生一定要走一段的土地之旅周聖心等共同執筆 四版 平裝 1

9789576968358 醫食同源: 彩色圖解93道健康美味家常食譜 新居裕久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5

新世紀美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光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竹市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世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自然主義



9789576968389 弦外有音: 蔡英文的兩岸協奏曲 陳淞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471 不運動,當然會生病!: 游敬倫醫師的極簡運動療法游敬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495 安心好孕: 江守山醫師教你健康受孕、養胎、坐月子江守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518 爸媽落單時: 住處.看護.心理.日常危機.醫療保險.「那一天」的準備......河合千惠子著 ; 張秀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501 輕鬆自在走好最後一哩路: 幸福全人生,生死皆自主川嶋朗著 ; 林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525 滑手機不再痠麻痛: 全預防: 智慧型手機症候群,滑機肩、滑機肘、滑機小指、直頸病木津直昭著; 張秀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68532 93歲的老媽說:我至少要活到100歲!: 朗朗照護:70歲姊妹照護90歲媽媽的開朗自在手記米澤富美子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556 一個人的生活: 雖然有點寂寞卻獨享自在 ORANGE PAGE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1017 盛世奇卉: 唐代金銀器集藏 蔡仁哲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000 海陸腔客家文集第二冊 彭學堯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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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702 我的吉祥物 晴萬里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45719 我的吉祥物 晴萬里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006 紅塵微芥集 趙汝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1223 住宅思考圖鑑 佐川旭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47 最基礎鉤針教室: 第一堂課筆記本 文化出版局編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85 最正楷書字帖: 十三經摹本萃取字典 郭湘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292 質感住宅巧思圖鑑 家づくりの会編著; 涂紋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08 輕簡優雅北歐日用品賞析 荻原健太郎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22 著名漫畫的房屋格局 影山明仁作;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39 繁星點點 櫻木紫乃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46 日本第一兵真田幸村 不破俊輔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53 和洋食器蒐藏家: 學會用漂亮的杯碗盤,享受品味生活吧!giorni編輯部編著;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60 京都菓道家の法式甜點筆記 津田陽子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77 名店主廚咖哩料理教科書 永瀨正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84 穴道淋巴自癒地標(大字版) 帶津良一, 藤井直樹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391 名店不藏私!暖心鍋物88品 永瀨正人編著;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07 日本住宅打掃士: 「15分快潔」家事秘訣 NPO法人日本House Cleaning協會監修; 元子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14 活靈活現漫畫人物表情技巧書 Studio Hard Deluxe作; 黃桂香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里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微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客家語教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路竹新益工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9789864011421 咖啡師生存之道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38 異常少女 皆川博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45 人生需要多撐5分鐘的勇氣: 笑看名人語錄x好帥的圖 人生會改觀水野敬也, 田邊誠一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52 感受「無我」的自由 蘇曼那沙拉作; 郭玉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69 突破「無知」的壁壘 蘇曼那沙拉, 養老孟司, 釋徹宗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76 虛張聲勢心理學 內藤誼人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83 神的遊戲 麻耶雄嵩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490 愛上今後的優雅生活 X-knowledge Co., Ltd.編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06 歡迎光臨,世紀經典度假村 石井至作;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13 世界知名富豪的成功哲學 桑原晃彌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20 勇敢斷藥,才有活路! 內海聰作;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37 燒烤&露營最強裝備指南 辰已出版株式会編集部編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44 農業教授教你種出安心有機餐桌 佐倉朗夫著;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51 如果人生是一場電玩,怎樣才能玩過關? 賢者泰勒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68 隨機應變的家!孕育住宅計劃書 佐佐木善樹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99 真的簡單!第一次就烤出甜心蓬蓬泡芙 熊谷裕子作 平裝 1

9789864011605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東京圖鑑 JTB Publishing, Inc.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12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名古屋東海圖鑑 JTB Publishing, Inc.編著;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29 季節私家壽司巡禮 岡田大介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36 戰鬥之歌!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1919 兔之眼 灰谷健次郎著; 藍嘉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919 兔之眼 灰谷健次郎著; 藍嘉楹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1940 踏影而行 橫山秀夫作; 康逸嵐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71957 無盡充塞的夜 窪美澄著; 陳柏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964 福家警部補的問候 大倉崇裕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1971 眼之氣流 松本清張作; 王海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2271988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亞瑟.叔本華(Schopenhauer. A.)著; 石沖白譯 平裝 1

9789862272008 黑地之繪 松本清張作; 李彧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015 你所不知道的海尼根: 年銷6億瓶的秘密 Barbara Smit著; 朱麗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272022 清貧的思想 中野孝次著; 邵宇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039 追捕: 涉過憤怒的河 西村壽行著;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046 家畜人鴨俘. 第四卷 沼正三作; 侯紀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053 家畜人鴨俘. V 沼正三作; 王薇婷, 鄒評, 徐廷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060 憎惡的請求 松本清張著; 曾鴻燕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077 眾妙之門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 陳蒼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084 金門戰役紀事本末 蕭鴻鳴, 蕭南溪, 蕭江作 平裝 1

9789862272091 阿拉伯的勞倫斯: 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斯柯特.安德森作;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107 灌溉,總是在深夜 窪美澄著; 鄭佩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114 花、樹、果的動人故事: 你所不知道的植物神話與傳說查爾斯.史金納(Charles M. Skinner)著; 陳蒼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121 明日的孩子們 有川浩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138 失落的地平線: 最後的香格里拉 詹姆士.希爾頓(James Hilton)著; 陳倉多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272169 生活簡單就是享受: 享受真實生活的100種慢活方法愛琳.詹姆絲(Elaine St. James)作; 吳達譯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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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2

新芽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新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916 蓮瑚物語: 顛影魔境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文 第1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3566 野柳地質公園環境教育寶典 林雪美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0280 <>徵引文獻考論 陳惠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341 <>領導思維與學校領導 毛金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780402 臺灣及海外華文文學散論 朱立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19 意象.主題.文體: 原型的修辭詩學考察 朱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26 現代散文學論稿 汪文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33 現代小說的文本解讀 余岱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40 古代禮俗中的文體與文學 郗文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57 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 涂秀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64 象數與義理 張善文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71 十九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 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之語言學研究陳澤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88 唐宋詞史論 歐明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495 透亮的紙窗 鄭家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556 新亞論叢. 第十七期 <>編輯委員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563 古音之旅 竺家寧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0570 藝術美學: 玄妙中西繪畫 楊佳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587 研閱以窮照: 閱讀教學新意義 謝淑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594 網苑凝香: 網路古典詩詞雅集十五週年紀念集 張富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594 網苑凝香: 網路古典詩詞雅集十五週年紀念集 張富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00 醉月春風翠谷裏: 曾永義院士之薪傳與研究 王安祈, 李惠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17 禮學思想的新探索 謝淑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24 臺灣國小語文教材與兒童文學關係之研究 林文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48 星空夜語 耿培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55 柳園攀桂集 楊君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62 經世與安身：中國近世思想史論衡 劉芝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79 撥雲倚樹雜稿: 古今文學辨析叢說 李學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686 尚書周誥十三篇義證 程元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792 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 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張系國等著; 陳惠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08 常玉新詩: 我是城市中的點燈人 劉常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15 詩經人物 呂珍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22 並蒂詩教 徐世澤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39 <>讀本 季旭昇, 高佑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53 達爾文氏是吾師 王大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406 遇見恩典: 我輸在起跑點 但我贏在終點 王家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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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空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聖狐動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3

愛的禮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典雜誌



9789866292897 佛法西行: 慈濟尼泊爾地震賑災紀實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903 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 樓宇烈, 理查.龔布齊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732 汪培珽手記. 七, 壞人我當 汪培珽作; 陳星同插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209 所向無敵的人氣魔法書 徐英姬作.繪;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223 麵粉姑娘包子媽 李光福作; 小善存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16230 哈囉!小梅子 Lee Vin文.圖;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4516247 東亞文化的興盛與沒落 Grimnamu作.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195 男子理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 洪銘南, 林佳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306 最新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檢叢書 [群英出版社]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313 彩妝設計 盧芃秝, 盧兆琦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48885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珩 溫令行, 玄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49844 警專入學考試: 中外歷史重點速記 尤義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0178 80/20法則 憲法讀解合一 程樂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451 老師開講 民事訴訟法: 恭 江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475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赫 江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482 3Q監獄學: 破題書 王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710 3Q刑事訴訟法 破題書 紀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796 信託法概要 高毓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796 信託法概要 高毓揚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802 消防警察法典 保成法學苑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0819 司法官.律師104-105年歷屆試題全解 陳介中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0826 刑法總則 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33 3Q刑法概要 破題書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40 刑法(含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64 刑法: 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64 刑法: 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71 刑事訴訟法: 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88 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 爭點隨身書 棋許, 浩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01 民事訴訟法: 爭點隨身書 胡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01 民事訴訟法: 爭點隨身書 胡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18 袁翟老師開講: 海商法: 播 袁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925 行政法: 爭點隨身書 古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25 行政法: 爭點隨身書 古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32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Q&A 保成名師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0949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海洋法(Internation Law of the Sea): Wide and Broad名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56 老師開講: 破產法 明 黎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0963 基本分科小六法大法官解釋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孩子愛自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苗文化



9789864810970 民法爭點隨身書 苗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987 基本分科小六法商事法類民訴類刑訴類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0994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總則篇 李允呈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1007 基本分科小六法憲法類 民法類 刑法類 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1014 基本分科小六法行政法類智財法類法倫類國際法類保成法學苑編著 四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1038 物權通則.所有權章: 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045 3Q 民法(身分法)破題書 林青松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1052 老師開講 公司法 伏 蕭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069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爭點隨身書 苗星, 陸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076 現行考銓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1083 法學緒論(含大意)測驗題庫 呂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090 法學緒論 測驗題庫 呂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106 公務員法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1113 各國人事制度: 恐怖猜題 郭如意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1120 3Q 立法程序與技術 破題書 林沛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137 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144 老師開講行政法體系、爭點與實務 林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151 刑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168 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175 作對的選擇 讓民法說話 常揚, 鮑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1212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誠 董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229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分則篇 李允呈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236 國文(單選題.閱讀測驗)主題式題庫 林嵩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784 覺悟之路.福智園區的價值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8791 老師 日常法師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2701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42695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42602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2619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2626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2633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2640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42657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42664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42671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42688 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手抄稿. 一九九一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42718 論語淺釋(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2725 孝經淺釋(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2732 大般若經第四會淺釋(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9543 林明弘新樂園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921 神聖空間: 居家能量風水淨化術,讓你家成為光的發射站!丹妮絲.琳恩(Denise Linn)著; 范章庭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50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6

誠品



9789869420969 女人能量療癒寶典: 結合手印、脈輪和冥想的能量療法，回復妳的宇宙力量和自性光彩凱絲.雪伍德(Keith Sherwood), 薩賓娜.惠特曼(Sabine Wittmann)合著; 王則陵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30939 墨彩飛揚: 羅秋昭楊玉如書畫聯展 楊玉如, 羅秋昭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2225 餐飲食品與衛生安全管理 Ronald F. Cichy著; 陳淼, 簡誠信, 奇果創新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2416 最佳力學武器: 靜力學 張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553 專技特考消防設備士試題精解. 101-105年 李明峯, 李政昌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2621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Robert H. Woods, Misty M. Johanson, Michael P. Sciarini原著; 何珮芸, 黃培文, 奇果創新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2713 電磁學與電磁波分類題庫 李長綱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2768 甄戰大學(外語學群): 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 張銘娟, 陳玟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2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自動控制). 2017(99-105年試題)三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3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4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5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莊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7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熱力學). 2017(101-105年試題)三等林禾, 李祥, 姜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88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2017(104-105年試題))三、四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911 高普特考講重點(熱力學)三等 林禾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2928 消防戰術與搶救策略 黃德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928 消防戰術與搶救策略 黃德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942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共同+專業. 2017(100-105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959 企業倫理 張琳, 蔡昆霖, 劉民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973 郵局考試試題大補帖(專業職(二)內勤). 2017(99-105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980 郵局考試. 2017: 試題大補帖專業職(二)外勤(99-105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2997 工作研究: 工業4.0 林樹強, 陳文哲, 葉宏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3017 火災學大補帖 吳喨生, 連和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02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路學). 2017(102-105年試題)三等劉承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03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 2017(102-105年試題)三等程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04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17(104-105年試題)三、四等張逸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055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甲)共同+專業. 2017(100-105年試題)李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06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 2017(100-105年試題)四等余宏, 陳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079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乙)共同+專業. 2017(100-105年試題)李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08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程). 2017(99-105年試題)三等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09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子儀表概要). 2017(99-105年試題)四等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0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要). 2017(99-105年試題)四等李元, 孫廷, 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1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 通訊與系統(含通信系統概要)三、四等. 2017(99-105試題)項揚,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2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 2017(103-105試題)三、四等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3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子學). 2017(104-105試題)三、四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47 作業研究 李昊, 徐明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54 高普特考講重點(電磁學)三等 李長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6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力系統). 2017(101-105年試題)三等李元,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7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 2017(100-105年試題)頂冒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85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徐明, 郭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19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徐明, 郭慶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08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共同+專業. 2017(100-105年試題)紫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15 高普初特講重點(法學緒論(含法學大意))三、四、五等陳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2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 2017(102-105年試題)三、四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3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 2017(100-105年試題)三等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意研堂設計



9789863453246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環工類)共同+專業. 2017(100-105年試題)石濤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5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用). 2017(99-105年試題)林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6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 2017(101-105年試題)林偉, 劉逸, 張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7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法學知識、英文. 2017(105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8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 2017(100-105年試題)三、四等林偉, 吳鋼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29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通安全). 2017(102-105年試題)三、四等吳鋼, 楊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0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97-105年試題)三等. 2017洪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1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文化人類學)(97-105年試題)三等. 2017丁永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2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世界文化史(含世界文化史概要)}(101-105年試題)三、四等. 2017丁永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3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本國文學概論(含本國文學概要)}(101-105試題)三、四等. 2017李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45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藝術概論(含藝術概要)}(101-105試題)三、四等. 2017高尚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5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含文化行政概要)}(101-105試題)三、四等. 2017洪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69 高普特考講重點水處理工程. 上, 給水篇 張晉, 劉力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3376 高普特考講重點水處理工程. 下, 污水篇 張晉, 劉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8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立法程序與技術)(103-105年試題)三等. 2017軒諭, 賽利絲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39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學)三、四等(102-105年試題). 2017高聞, 高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406 Super Decisions軟體操作手冊: 以ANP突破AHP的研究限制張魁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341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與政治)三、四等(102-105年試題). 2017高聞, 高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420 轉學考試題大補帖(物理)(104-105年試題). 2017 郝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43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政治學)三、四等(102-105年試題). 2017高聞, 衛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45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心理學)三、四等(102-105年試題). 2017毅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475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表解(含潔淨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要點)沈子勝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3505 轉學考試題大補帖(微積分)(104-105年試題). 2017歐大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512 大學轉學考2017試題大補帖(英文)(104-105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2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廢棄物處理工程)三、四等. 2017(102-105年試題)王瀚, 張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3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空氣污染與噪音控制技術)三、四等. 2017(102-105年試題)王瀚, 何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4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理)三、四等. 2017(102-105年試題)王瀚, 張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5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三、四等. 2017(102-105年試題)王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7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三、四等. 2017(102-105年試題)王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04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技師). 2017(101-105年試題)李元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28 初考五等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意). 2018(102-106年初考試題)余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364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民法總則)三、四等. 2017(103-105年試題)軒諭, 賽利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73 高普特考講重點中華民國憲法(三、四等) 陳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8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三、四等. 2017(102-105年試題)高士奇, 高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73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貨幣銀行學)三、四等. 2017(103-105年試題)周詳,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74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經濟學)三、四等. 2017(104-105年試題)周詳, 楊莉, 王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75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國籍與戶政法規)三、四等. 2017(101-105年試題)蘇靖, 陳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789 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實務導向與本土個案實例 戴國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3796 展覽行銷與管理實務 姚晤毅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3802 大學轉學考2017試題大補帖(經濟學)(104-105年試題)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5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學). 2017(100-105年試題)三等周詳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6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刑法).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軒諭, 賽利絲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142 翻轉人生第一步: 10秒開啟天賦禮物 V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59 陶嫚曼: 我的美麗態度 陶嫚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70705 靈感的智慧: 人生指南 賽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5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077 漁港的肉子 西加奈子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084 邂逅: 有時只是擦身而過 黃麗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084 邂逅: 有時只是擦身而過 黃麗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091 爸爸的吉他: 管碧玲的初衷 管碧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07 內衣.鏡子.女人心: 一段私密簡史 于曉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14 烈焰雙生 法蘭西斯.海格(Francesca Haig)作;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21 小鬱亂入,抱緊處理 林妤恒, 白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38 放哲學: 理事長和永康商圈永不妥協的致勝祕訣李慶隆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45 當生命走到盡頭,愛才開始: 以仁為本的送行者傳奇陳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52 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 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黃清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69 絕叫 葉真中顯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76 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 耕地的人,另一種生活想像綠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176 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 耕地的人,另一種生活想像綠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183 Good Luck: 當幸運來敲門 亞歷士.羅維拉(Alex Rovira Celma), 費南多.德里亞斯迪貝斯(Fernando Trias de Bes Mingot)作; 范湲譯增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6143 辯證、默會與創意: 美學與哲學教育論文集 賀瑞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6150 文化創意產業教學中之哲學教育: 以電影導入經典教學之嘗試賀瑞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0244 FUCK的使用說明書 英文表現研究會作; 鄒玟羚, 林宴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1081 BITCH的使用說明書 英文表現研究會作;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47 美軍特種部隊裝備大全 松原隆作; 黃昱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54 超圖解金融大入門 伊藤亮太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61 街頭徒手健身聖經-極限伸展 艾爾.卡瓦德羅作; 朱皓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78 紅、藍、黑的10秒插畫秀! くどうのぞみ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85 皮革工藝. vol.34, 極簡小物篇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392 東北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昭文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08 西方建築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08 西方建築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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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2422 小腹凹下後 主婦之友社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39 金澤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編;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46 軍服DO!!軍裝大圖鑑 M. Kelly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53 簡筆畫生活!可愛原子筆塗鴉小百科 カモ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60 不思考整理術 川上ュキ作; 吳冠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77 貓咪心情解剖圖鑑 服部幸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84 皮革工藝. vol.35, 極簡小物篇Part II 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491 用麥克筆簡單寫英文花體字 小田原真喜子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07 日本戰國武將解剖圖鑑 本鄉和人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21 重新相處的勇氣 岸見一郎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38 輕熟女的北歐風時尚插畫課 たかはしなな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45 新手爸媽的育兒大百科. 4: 0-6歲幼兒疾病 涉谷紀子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13 英文單字的使用說明套書 英文表現研究會作; 鄒玟羚, 林宴生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772620 建築圖解詞典套書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瑋晟世界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275 新南向政策: 觀光餐旅與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萬能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6203275 新南向政策: 觀光餐旅與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萬能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251 戀戀桃仔園. 第六屆: 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李訓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289 通路管理 胡同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02 人壽保險公司投資組合與ALM模型分析 張士傑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19 AHP在商管領域之應用 陳唐平, 謝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33 迴歸分析 林建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57 應用於生醫與綠能系統之彈性化規格類比數位轉換器研製李大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7401 Ready to read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57418 Ready to read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57425 Ready to read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357432 Ready to read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357449 Ready to read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357456 New funtastic phonics starter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1

9789869357463 New funtastic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57470 New funtastic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57487 New funtastic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357494 New funtastic phonics Craig Wright, Julia Chang Wright[作] 其他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78164 JavaScript & JQuery: 網站互動設計程式進化之道Jon Duckett原著; 謝銘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1722 Make: Electronics圖解電子實驗專題製作 Charles Platt原著; 莊啟晃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385 LibreOffice 5.X商務實例應用Writer、Calc、Impress侯語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422 C語法暨程式庫標準辭典 Peter Prinz, Tony Crawford原著; 賴榮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2491 演算法: 使用C++虛擬碼 Richard Neapolitan著; 蔡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07 New TOEIC 900分必備: 新多益文法實戰練習20回姜辰午, 嫝元基著; 陳馨祈,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552 MOS 2013國際認證應考總複習: For Microsoft Word, Excel, PowerPoint, Access and Outlook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644 Autdesk Maya 2016基礎建模與動畫特效設計 吳崇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651 優化C++: 提高程式效能的有效技術 Kurt Guntheroth原著; 陳健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842 神級名師獨門技!聰明練好英語會話的100招重生逆襲!吳石泰原著; 邱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2859 Python專家實踐指南: 搭乘專業開發者的學習便車Kenneth Reitz, Tanya Schlusser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866 深入淺出Ruby Jay McGavren原著; 蔣大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910 圖解雲端技術: 基礎架構x運作原理xAPI 平山毅, 中島倫明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2934 Access資料庫理論與實務: 適用Access 2016/2013王仲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061 超質感場景繪製美學: 結合人與物的絕美背景電繪技法吳嘉芳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萬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0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格寓教於樂教育顧問



9789864763078 你所不知道的JS: ES6與未來發展 Kyle Simpson原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085 超清新水性色鉛筆隨手畫10000例大全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092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 計概原理分章節(106試題)苑景資訊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115 iOS 10 App開發全面修鍊實戰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115 iOS 10 App開發全面修鍊實戰 柯博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139 Photoshop X Illustrator流行設計集 楊馥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146 LINE自創貼圖設計大全: 靜動態貼圖製作與上架行銷,抓住角色經濟超簡單!黃龍文, 周淑梅, 張宜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160 Autodesk Inventor 2016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 邱聰倚, 姚家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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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3214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析應用解析 王作桓/蕭涵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21 3D列印教室: 翻轉教育的成功秘笈 David Thornburg, Norma Thornbur原著; 曾吉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38 自造手冊: 新工業革命實務指南 Paolo Aliverti, Andrea Maietta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45 HTML5、CSS、JavaScript、jQuery、Ajax、RWD網頁程式設計陳惠貞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63269 資料視覺化: 使用Python與JavaScript Kyran Dale原著; 林季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76 真正學會Excel函數的8堂課. 進階篇: 查詢函數x陣列函數Excel Hom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83 圖解TCP/IP網路通訊協定(涵蓋IPv6) 竹下隆史等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13 統測前線: 計算機概論滿分攻略 楊游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37 戰勝GEPT全民英檢中級的16堂課: 用心智圖搞懂英文作文與句型黃百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44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認證指南解題祕笈: Android 6陳文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51 Minecraft世界級建築這樣蓋! 飛竜, どんぼこ, ハヤシ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68 Excel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祕笈 楊明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75 PowerPoint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29 精通PHP & MySQL網頁開發 Luke Welling, Laura Thomson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36 建立同構JavaScript應用程式 Jason Strimpel, Maxime Najim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43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Excel 2010解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50 數位行銷的10堂課: SEOx廣告x社群媒體xfacebook洞察報告xGoogle AnalyticsIan Dodson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67 AKILA魔法教室: Windows 10 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74 實戰VMware vSphere企業私有雲建置: 異地備援x軟體定義儲存x高可用性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481 Effective C#中文版: 寫出良好C#程式的50個具體做法Bill Wagner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528 簡單塗塗點點就好看,10分鐘畫出美味幸福感! bonbonohri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542 跟我學Excel 2016: 從新手到精通快速提升工作效率江高舉, 劉緻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641 快快樂樂學威力導演15: 影片/MV剪輯活用情報特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658 CSS重構 Steve Lindstrom原著; 陳健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672 系統管理員懶人包: Shell Script自動化指令集 Dave Taylor, Brandon Perry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689 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應用 顏春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3696 Laravel啟動與運行 Matt Stauffer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702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7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726 楊比比的Photohsop工具活用技: 原來工具這樣用才對!楊比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733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374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3757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764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3771 威力導演15: 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李燕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795 Photoshop CC影像編修與視覺設計 蔡雅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801 Illustrator CC數位繪圖與插畫設計 蔡雅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818 漫畫!圖解程式設計必學基礎 李思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825 超簡單塗鴉圖文隨手畫10000例大全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832 MySQL與MariaDB學習手冊 Russell J. T. Dyer原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849 中文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7年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856 電腦網路原理 吳進北, 范文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3887 資訊圖表的技術: 從實例學Excel圖表製作術 Jorge Camoes原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870 MTA Security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7)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894 印前製程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最新版: 適用Phtotoshop/Illustrator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900 MTA Networking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6)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917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3924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3931 Access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948 Excel VBA基礎必修課增量版(適用Excel 2016/2013/2010)張志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955 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2018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962 顧客關係管理: 新時代的決勝關鍵 劉文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3979 跟我學Excel 公式與函數商務應用(適用2016/2013)劉緻儀, 江高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037 電腦選購、組裝與維護自己來. 2017. 2018 硬角色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044 Windows Server 2016系統建置實務 戴有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082 CCNP Routing and Switching TSHOOT 300-135專業認證手冊Raymond Lacoste, Kevin Wallace原著; 陳禮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099 InDesign CC數位排版與編排設計 蔡雅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12 Arduion初學完全指南 周忠信, 吳奕宏, 謝翰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29 學好跨平台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與Bootstrap超完美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36 Visual C# 2017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43 Java SE 8與Android 7.x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50 會計人的Excel VBA小教室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74 實戰家電物聯網: Webduino智慧插座x Node.js x雲端服務整合Webduino開發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81 第一次學C++就上手 李啟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4204 IOT物聯網基礎檢定認證教材 林文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66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Windows 10+Office 2016)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73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9112 工程數學 許守平, 余光正, 趙有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079136 財務數學 林玉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513 電路學概論 J. Davis Irwin, R. Mark Nelms原著; 陳進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520 簡明壽險數理 李家泉, 陳淑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537 策略管理 蔡敦浩, 方世杰, 蔡志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551 管理學: 以服務為導向的新關念 蔡敦浩, 李慶芳, 陳可杰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575 化妝品行銷與管理 張效銘, 趙坤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582 行銷九論: 行銷力與即用方略 曾義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605 微電子學題解(上) Adel S. Sedra作; 江昭皚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5647612 公司治理: 全球觀點、臺灣體驗 葉銀華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647629 管理數學 戴久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636 公司治理: 個案與分析模式 葉銀華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5647643 管理學 蘇雲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650 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使用Small Basic 張丁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674 企業綜合管理個案 徐孟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1943 財務管理案例分析 徐俊明, 楊東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1950 國際財務管理 徐俊明, 黃原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967 企業倫理 林丙輝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974 管理學 趙慕芬, 林宥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61981 金融機構管理 沈中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61998 金融市場: 全球的觀點 沈中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449717 EZ經濟學 黃子晉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89

送存冊數共計：90

滄海圖書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3319 先知先覺奇門大師的遁甲真訣 李鳳源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543 高科技梭織物製造與結構設計學 吳文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8550 紡織新技術與新產品之開發 吳文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8567 未來高科技纖維織物與應用 吳文演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500 萬萬沒想到: 用理工科思維理解世界 萬維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60 論有無與場 林國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901 新托福小橘寶2.0 康老師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8918 多益精選1500核心單字 康老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621 聖誕老婆婆出任務 劉思源文; 楊麗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638 有容乃大: 大肚台地的生態綠化 陳玉峯著 初版一刷 精裝 1

9789576084645 阿賢仔 楊尚賢原著; 陳玉峯輯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652 My shapes Bonie Li[作] 平裝 1

9789576084669 My wild friends Bonie Li[作] 平裝 1

9789576084676 My good helpers Bonie Li[作] 平裝 1

9789576084690 A Christmas with Mrs. Claus JoJo Hong作; Li-Ling Yang繪圖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84706 We sing we go. 4 Bonie Li[編] 1st ed. 其他 1

9789576084713 親愛的Hello 石晏如文; 胡家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720 33號小公車 劉思源文; 唐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737 奶奶的紅花布 周淑萍文; 崔麗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744 奶奶的紅花布 周淑萍文; 崔麗君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751 33號小公車 劉思源文; 唐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768 親愛的Hello 石晏如文; 胡家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775 火車來了 謝明芳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223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 首戰篇: 程式員賺錢出頭天!Dave C作 平裝 1

9789869391900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 應用篇: 程式員賺錢出頭天!Dave C作 平裝 1

9789869391917 索羅斯都要用的MetaTrader. 進階篇: 程式員賺錢出頭天!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野國際留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視野New Vision



9789869391924 選擇權高手30日養成術. 基礎篇 Dave C, 吳西蒙, Amber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91948 AutoCAD 2016電腦輔助設計. 建築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391955 CAMWorks高效能加工系統 徐永源, 胡家恩作 平裝 1

9789869391979 SketchUP 3D秘境/建築空間與室內設計 李國棟作 平裝 1

9789869391993 精彩PowerPoint 2016全方面應用 林國榮作 平裝 1

9789869409506 解密中國跨境電商 呂建毅作 平裝 1

9789869409513 新世代電腦入門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409520 舞動Excel 2010試算表 中文版 黃景增作 平裝 1

9789869409537 AutoCAD 2016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設計篇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409568 Creo Parametric 2.0基礎設計 劉福隆, 曾慶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9575 精通SolidWorks 2016. 基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9582 Office商務電子流程表單結合XML設計技術: 使用InfoPath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409599 Google全體驗雲端應用 林佳生作 其他 1

9789869447218 AutoCAD 2D平面圖的繪製技巧 廖高德作 其他 1

9789869447225 Alias產品工業設計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447232 SolidWorks 2017電腦輔助設計. 進階應用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869447249 SolidWorks 2017電腦輔助設計. 基礎入門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357 證券與稅務法令手冊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0593 太空冒險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16 ABC創意貼紙學習BOOK 史蒂芬, 卡特萊特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23 可愛動物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692 奇妙世界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0821 ABC動物園創意字母遊戲BOOK 梅麗.麥金儂文字; 王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309 土壤&肥料使用完全手冊: 靠自己建立安全無慮菜圃柴田一, 原由紀子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323 有機栽培研究室 福田俊作; 吳冠瑾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330 咖啡拉花設計教本 金再根, 鄭延浩作; 魏嘉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347 冰箱有隻長毛象 米歇爾.艾可菲, 馬修.莫德作; 繪出英文力Wendy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361 ABC學習遊戲套書 梅麗.麥金儂, 史蒂芬, 卡特萊特作;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701378 超好玩創意貼紙BOOK套書 Octopus Publishing作; 李若蘭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4686 這幅畫,還可以看這裡 宮下規久朗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693 第十個約定 林清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709 地下鄉愁藍調 馬世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716 深夜食堂料理帖 飯島奈美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723 逢澤理玖 星余里子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24730 逢澤理玖 星余里子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24754 其實大家都想做菜 莊祖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761 童年 讓-雅克.桑貝(Jean-Jacques Sempé)著; 尉遲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785 到遠方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資誠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葉社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125 美睫奇蹟!女神的秘密心機 陳可均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2170 勇氣無上限: 成功,從相信自己開始! 羅尹甄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455 只想吃香喝辣,不想工作吃苦啃土 栗原康著; 葉凱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102 臺灣公共藝術學. I, 黑色.公共藝術論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119 臺灣公共藝術學. II, 藍海.公共美學 林志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157 大自然的藝術: 圖說世界博物學三百年 朱蒂絲.瑪吉(Judith Magee)著; 張錦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46 Reading process and practice for adults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ir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張延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1153 從詮釋的角度看莫札特及貝多芬的小提琴作品張雅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6820 美感典藏: 當代藝術環境思維 曾長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51 老子與我 鄭錠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68 關鍵外交年代: 孫運璿英文顧問的外交進擊 仉家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75 國際代工合約解析: 藉大陸代工合同立法規範代工產業文化林家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882 九五獨白: 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 蔣永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05 111則小故事,看懂了,智慧就是你的! 劉昭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12 西方夜譚: 抗戰西遷文人文藝彙編(復刻典藏本)張慧劍編選; 蔡登山導讀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29 非典型三國 魏得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6936 長生殿 秋風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43 臺灣國際關係史: 理論與史實的視角(1949-1991)周湘華, 董致麟, 蔡欣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50 神國日本: 小泉八雲眼中的日本 小泉八雲著; 曹曄譯;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67 辰子說林: 二戰媒體人張慧劍的中外考察 張慧劍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74 在這迷人的晚上: 大時代的小故事1935-1978 馬文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16981 聶氏重編家政學: 穿越時空談教養 聶崇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08 味蕾下的詩想: 平民菜譜及其他 徐望雲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63 <>二十五圓通之研究 程思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437 認識佛教. 一, 正信與迷信 大願比丘文; 陳國欽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500 詩潮. 第八集: 詩潮創辦四十周紀念專刊 高準總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詩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達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915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1 陳怡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9915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1 陳怡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9922 艾克雷西亞Ecclesiastes. 2 陳怡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922 艾克雷西亞Ecclesiastes. 2 陳怡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508 重拾好奇心: 讓你不會被機器取代的關鍵 伊恩.萊斯里(Ian Leslie)作; 林威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15 超級英雄是這樣煉成的: 蝙蝠俠崛起與進擊的宅文化格倫.威爾登著; 劉維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15 超級英雄是這樣煉成的: 蝙蝠俠崛起與進擊的宅文化格倫.威爾登著; 劉維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22 哺乳動物們: 英國博物學家的自然觀察筆記 約翰.亞瑟.湯姆森(J. Arthur Thomson)著; 張毅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22 哺乳動物們: 英國博物學家的自然觀察筆記 約翰.亞瑟.湯姆森(J. Arthur Thomson)著; 張毅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46 衝破家鎖: 擺脫家族制約、創造新生活 蘿莎‧瑞斯史坦納(Rosa Rechtsteiner)著; 李昕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53 像鳥一樣思考: 鳥兒的奇想生活與身、心、靈的奧妙諾亞.史崔克(Noah Strycker)著;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53 像鳥一樣思考: 鳥兒的奇想生活與身、心、靈的奧妙諾亞.史崔克(Noah Strycker)著; 趙睿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412 渣誌: 78個不正常的哲學問題 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1073 輔廣、楊簡<>學研究 黃忠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441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番外 1

9789869481403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1410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1427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1434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389 強國危機: 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 區龍宇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80396 髒血: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James H. Jones著; 李宗義, 陳宗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0803 激情的經濟學: 我們從未理性過?塔德人類學的經濟解讀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雷比內(Vicent Antonin Lepinay)著; 陳榮泰, 伍啟鴻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6168 國際海洋資源法 黃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359 臺灣動物法 林明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373 框架秩序下的國家權力. 二: 公法學術論文集 黃舒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397 基金會法比較與分析 張曉冬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6403 公私協力與行政合作法 詹鎮榮著 二版 平裝 1

業餘畫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新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學文化



9789862956410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427 創新中文教育: 生態語言教育觀 戴金惠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2956434 公司法論文集. I: 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 黃朝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441 忠實法 Tamar Frankel著; 林鼎鈞, 翁祖立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6458 電信法 江耀國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489 互聯網金融之監理機制 王志誠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496 物權法題型破解 唐浩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502 民事訴訟法 許士宦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6519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解題術: 公共政策 黃崇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526 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 石宜琳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6533 華語詞彙學 劉靜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540 人間有愛.低迴 王靖婷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557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彭韻婷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6564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571 歐美重要國家終審法院與社會變遷 焦興鎧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588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莫孟衡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595 公司法爭點整理 李律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601 綜合法典 黃昭元等主編 二十版 平裝 1

9789862956618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主編 三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625 解密國考大數據民法總則 克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632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649 人民參審的生理與病理 林裕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656 醫療紛爭: 在臨床醫學與法律實務的探討 李伯璋, 曾平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663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十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6670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687 認知語言學視角下之華語教學實證探究 蕭惠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694 刑法各論. 一, 財產法益篇 許澤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717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解題術!!商事法 潘律師, 溫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724 實務必考熱區刑法總則 駱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731 華人社會與文化: 禮樂文化十二講 蘇慧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755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6762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6779 實務必考熱區刑法分則 駱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786 動物法與權利限制: 水產動物行政管制應有取向蔡達智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646 網球運動解剖書 E.保羅.洛德特, 馬克.S.柯維克斯作; 林晏生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53 凱爾特神話事典 森瀨繚作; 鄒玟羚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60 三國志群雄列傳 株式會社レッカ社作; 楊家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15 日本戰國武降列傳 株式会社レツ力社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39 機動戰士鋼彈UC: 機械&世界觀設定資料集. ep4-6雙葉社作;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77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Vol.23, 中國實戰兵器圖鑑指文烽火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7603 浮萍歌聲. 二 戴之甫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慈興彩色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瑞興圖書



9789578815865 說故事話春秋 王金利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226 金剛經破迷啟悟的關鍵 寶月金剛上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233 金剛經破迷啟悟的關鍵 寶月金剛上師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525 皮膚病的認識: 顏面皮膚病圖譜及實用治療法 王肇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76556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七年, 春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019 心，一點靈 凌宛琪圖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019 心，一點靈 凌宛琪圖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026 醫往情深 高玉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026 醫往情深 高玉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461 看得見的希望 徐碧華, 江睿智, 陳雅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485 ETF投資大戰略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492 聚寶盆股在我家!: 安心退休計畫,從買到對的股票開始王仲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04 全球新變局經濟新路徑 翁德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11 全球商品期貨ETF交易策略解析 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224 #社群癮: 如何在這個愛自拍的世界中跟隨耶穌克雷格.葛洛契爾(Criag Groeschel)作; 張洵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231 嘟伊答? 卡森.艾莉絲圖.文; 蟲雅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453 大英雄威利 安東尼布朗文圖; 宋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613 家樂的兔子 蘇慕理(Maurie Sween)作; 張洵宜, 鄭毓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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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01637 倆口子 張蓬潔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668 虎媽出籠啦!: 一位虎媽的心路歷程 一葦(E. Way)著; 任維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675 讀經不再難. 實用讀經法基礎篇 汪川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1561 新編易經擇日學 徐芹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12131 密宗經教儀軌 徐芹庭編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458 璀璨 劉佑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燈雜誌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聖環圖書



9789867625458 璀璨 劉佑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793 萌芽 何縕琪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809 川躍黃土情: 四川甘肅人文教育服務成果集. 2016年何縕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721 讓人高潮不斷的29堂世界名畫性愛必修課: 男人這樣做,絕對讓她高潮迭起,春心蕩漾!金振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738 徒手健身,4週練出一身肌: 青花魚教練教你一天10分鐘,從核心肌群到肌耐力的高效減脂間歇運動崔誠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9752 一拉筋全鬆: 鬆肩頸、除痠痛!日本骨科名醫教你3秒紓壓、解痛!藏本理枝子監修; 蔡沐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769 到便利商店吃健康: 日本名醫小林弘幸的「超商飲食搭配法,三餐均衡,吃出腸道健康小林弘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776 腿型回正: 改變10萬人的不痠痛直腿密技! 笠原巖作; 黃瓊仙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9778 戦後の「植民地台湾」の語られ方(ジェンダー.性.エスニシテイの視座から)李文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218 HAHAHA Korean韓語單字.會話真簡單 金佳圓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270 實用越語輕鬆學 阮氏青河著 初版 其他 下冊 1

9789869405263 新多益超擬試題600問 花田徹也著; 林潔珏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4409 韓語40音: 聽說讀寫ㄧ本通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4423 獻燈使 多和田葉子著; 曾秋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430 我的第二堂法語課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謝孟渝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4454 我的第一堂德語課: 簡單!易懂!最適合華人學習的德語教材!徐麗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4461 搭配詞的力量Collocations. 名詞篇 王梓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478 日語文法,讀這本就夠了! 余秋菊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9789869434485 新日檢N5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林士鈞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7605 新日檢N3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 余秋菊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7629 西班牙美食開口說: 用西班牙文認識西班牙飲食文化馬里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7636 新日檢N4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全攻略 張暖彗著 修訂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8688 多肉肉多: 多肉植物入門賞析 王意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06 圖解大師: 麥可波特競爭策略 王京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06 圖解大師: 麥可波特競爭策略 王京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13 一看就懂九型人格漫畫圖解手冊 宇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13 一看就懂九型人格漫畫圖解手冊 宇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20 中老年人腿腳穴位養生寶典 劉長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520 中老年人腿腳穴位養生寶典 劉長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45 史上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最新完整版: 原來人性心理是這樣!田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45 史上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最新完整版: 原來人性心理是這樣!田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52 小腦逗大腦: 挑戰你的IQ 阿達馬群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52 小腦逗大腦: 挑戰你的IQ 阿達馬群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69 搶聽!胡牌!麻將必勝36計(彩色圖解版) 余時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69 搶聽!胡牌!麻將必勝36計(彩色圖解版) 余時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76 這麼接地氣的故事才會觸動真情感 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76 這麼接地氣的故事才會觸動真情感 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83 笑哈哈: 這本的玩笑鬧很大 二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83 笑哈哈: 這本的玩笑鬧很大 二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90 你的健康正在拉警報!絕對不可忽視的疾病前兆薛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5190 你的健康正在拉警報!絕對不可忽視的疾病前兆薛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瑞麗美人



9789869418904 12星座vs9型人格: 交叉分析總整理 曾新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11 給領導者的12堂必修課: 管人就是管欲望,帶人則是帶信心劉川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11 給領導者的12堂必修課: 管人就是管欲望,帶人則是帶信心劉川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28 三分鐘動腦王: 醒來吧腦細胞! 阿達馬群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28 三分鐘動腦王: 醒來吧腦細胞! 阿達馬群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35 麥肯錫邏輯思考術: 你也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問題解決專家莊雲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35 麥肯錫邏輯思考術: 你也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問題解決專家莊雲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42 孫子兵法精選200句: 正合奇勝的戰爭智慧 沈智, 楊博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59 人脈煉金術: 人力資源專家教你如何經營優質人脈劉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66 吃睡拉三大長壽關鍵字: 吃得下、睡得著、排得出,你就活得久王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73 圍棋自學手冊: 布局與定式 丁開明, 杜維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80 秒殺超推理: 兇手就是你! 福爾摩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997 唐朝這樣讀還真有趣 孫郡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26 塔羅牌經典手冊: 跟著偉特進入塔羅占卜的秘密花園亞瑟.愛德華.偉特(Arthur Edward Waite)原著; 文軒, 曾新惠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40 氣場心理學: 讓你激發潛能,正能量全開的心靈自助手冊司徒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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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7343857 建築技術規則(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103年納入彙編之解釋函令)池體演等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7343918 靜力學必做50題型 許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25 圖解建築物理環境 池體演等編輯 八版 平裝 1

9789867343932 鋼筋混凝土學<> 周易韋, 蔡修毓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7343949 建築結構學<> 林盈收, 林冠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49 建築結構學<> 林盈收, 林冠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56 圖解營建法規(建築管理及相關法令彙編) 池體演等編輯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902 傳統吉祥圖飾集錦 蕭富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06 人的教育: 馬里旦博雅教育思想研究 何佳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13 江南傳教史. 第四冊 高龍鞶(Augustinus M. Colombel, S.J. )作; 張廷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420 上海教友生活史1949-1955: 這座城市裡的兒女 雷煥章(Jean Almire Robert Lefeuvre)著; 張依納, 楊昕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437 煌煌北國望學府: 私立天津工商學院: 津沽大學1923-1951田煒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51 畫境衣境: 自然意象的設計創作 李玉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輔大中華服飾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中元保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天主教史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34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6

福山文化研究社



9789869444101 臺中元保宮文化與建築藝術 謝文賢編著.攝影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444101 臺中元保宮文化與建築藝術 謝文賢編著.攝影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444101 臺中元保宮文化與建築藝術 謝文賢編著.攝影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804 花果達人的故鄉: 永豐.土地公庇祐外埔農家園 張慶宗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2804 花果達人的故鄉: 永豐.土地公庇祐外埔農家園 張慶宗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9941 玄修法語. 第11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1

9789868719958 玄修法語. 第拾貳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1

9789868719965 玄修法語. 第拾參輯 林峖達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203 水流東好[]迌: 解說劇本優秀作品輯 王巧英等撰文; 鄭清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616 臺中青溪美展暨彰投青溪邀請展專輯. 一0五年鄭建發主編 平裝 1

9789869232616 臺中青溪美展暨彰投青溪邀請展專輯. 一0五年鄭建發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381 班級讀書會精選輯. 2015 各班班級讀書會小組成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6961 臺中市美術沙龍學會美展. 第18屆2017 郭瑞源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941 藝遊四海翰墨緣: 臺灣國際書法大展暨臺中市書法學會會員聯展陳彥甫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418 歷史長河: 永遠的大南 大南社區老照片專輯 許性質, 廖庭翊撰稿 平裝 1

9789869120425 發現大南社區: 文化景觀導覽手冊 許性質, 廖俊明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9130 臺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巡迴展專輯. 2017 蔡文仁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明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外埔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市永豐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玄修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大南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805 廣教誡開示錄 三聚精舍編輯組編輯; 果清第五律師講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803 阿姆斯壯: 小老鼠登月大探險 托本.庫爾曼(Torben Kuhlmann)文.圖; 幸佳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8946 認識祢真好. 第二集 彰基同工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606 阮乁故鄉寶山店仔街 黃玉蓮總編輯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404 枋橋頭風華再現: 鴨母湳傳奇 劉三合總編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070 臺日國際書法交流展暨彰化縣富偉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 二0一五廖明亮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16807 青穗: 專題研究論文集. 第二十六屆 俞柏安等作 平裝 1

9789860516807 青穗: 專題研究論文集. 第二十六屆 俞柏安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708 百年風華 璀璨泰北: 泰北高中創校百年專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004 蒼鷹辭鞲: 社區美學教育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六屆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431 大陸臺商解決民事債物糾紛法律寶典 李永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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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基督教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芬園三聚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泰北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西湖國小資優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橋頭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進出口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694 破解小坪數黃金裝潢術 陳洛蓁作 平裝 1

9789865786847 天然好食!140道天然食材抗衰老的養生料理 健康醫心編輯部編 平裝 1

9789865786861 最完整的刮痧養生調養聖經 李志剛作 平裝 1

9789865786878 最完整的艾灸養生調養聖經 李志剛作 平裝 1

9789865786885 超級食材的創意料理大全: 220道用不起眼食材變身超級美味的營養食譜美食坊工作室編 平裝 1

9789865786892 10分鐘上菜的百變杯料理 美食坊工作室編 平裝 1

9789865786915 吃香喝辣: 一本書學會220道鮮香爽辣川菜料理陳志田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791 十年磨成一把青: 為年輕學子築、燭、逐夢 陳明璋等愛心台商群等作; 錢一鳴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664791 十年磨成一把青: 為年輕學子築、燭、逐夢 陳明璋等愛心台商群等作; 錢一鳴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4911 封神大典 延文大法師著 精裝 1

9789868444928 國際鄭成功文化交流協會感恩朝拜團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641 臺北攝影年鑑. 2017 張照煥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780 融合: 通往知己知彼,創造雙贏的生命秘數 徐文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453 貝拉的魔法成績單 曾珮琦作; 夏宜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60 呸呸小壞蛋 薇若妮作; 古依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77 最後一案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84 花美男心事 王俐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491 名偵探羅蘋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西米露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07 阿嬤的冰棒攤 王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14 超能手風琴美少女 阮聞雪作; Chuie Li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21 卡特麗娜的影子 陶綺彤作; ㄚ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38 讓我陪你,好不好? 夏雨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45 長腿叔叔 珍.韋伯斯特(Jean Webster)原著; 林芳宇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52 冰火公主的魔咒王國 陶綺彤作; 詩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69 有你的藍色海洋 林樂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76 沒有條紋的斑馬 薇若妮作; ㄚ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583 七彩夢幻遊戲 童樂卉作; 王子蓁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護國延平宮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嘉印



9789869480000 漂帆詩集 李尉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000 漂帆詩集 李尉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5050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3762 漢字好好玩 張宏如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3629 玩美力: 10堂美容美體英文課 Brian Foden, 謝佩苓著; 劉嘉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63643 圖解餐飲英語so easy: 一定要會的字彙好用句 Marie Szamborski著; 邱佳皇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63650 圖解廚房英語so easy: 一定要會的字彙好用句 Marie Szamborski著; 歐寶妮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04800 揭密風暴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著; 龐元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057 空畫框奇案 布露.巴利葉特(Blue Balliett)著; 黃琪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1057 空畫框奇案 布露.巴利葉特(Blue Balliett)著; 黃琪瑩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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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91200 www.我的青春日常 黑立言著 第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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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91248 五項修練的故事 大衛.哈欽斯(David Hutchens)著; 巴比.龔伯特(Bob Gombert); 劉兆岩, 郭進隆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255 死前會後悔的25件事: 一千個臨終病患告訴你人生什麼最重要大津秀一著; 詹慕如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286 少年讀西遊記 張嘉驊作; 唐唐繪 第1版 平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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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91361 喬治女孩 愛力.吉諾(Alex Gino)著; 陳佳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378 我好愛好愛你 班娜迪特.羅塞提.蘇斯塔克文; 卡洛琳.珍.雀爾屈圖; 高明美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408 從零開始創造奇蹟: 萬芳醫院品質致勝的傳奇 崔岡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408 從零開始創造奇蹟: 萬芳醫院品質致勝的傳奇 崔岡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422 用點心學校. 8, 包在我身上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552 賽局教養法: 讓孩子學會雙贏 雷伯恩(Paul Raeburn), 佐曼(Kevin Zollman)著; 王怡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569 小可可的下雨天 片山健文.圖; 游珮芸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576 午夜園丁 范揚華, 范揚夏文.圖; 范光棣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583 我有一個夢: 一場溫柔而堅定的體制內革命 王政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590 不整理的人生魔法: 亂有道理的 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606 貓卡卡的裁縫店 亞平文; 李小逸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613 老得好優雅 瓊.齊諦斯特(Joan Chittister)著; 唐勤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1620 大象亮亮 王文華著; 黃祈嘉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637 小迷宮: 遊世界 角慎作圖; 賴庭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644 蠟筆小黑故事桌遊 中屋美和文.圖; 張文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651 開創新能源時代: 臺灣太陽能教父左元淮的傳奇人生葛斯柏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668 共享經濟: 改變全世界的新經濟方案 馬化騰等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675 用得到的化學: 建構萬物的美妙分子 葛雷(Theodore Gray)著; 李祐慈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682 棉花帝國: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 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作; 林添貴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僑光科大資訊科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字臉譜文化



9789864791699 神奇變身列車 島田知美文.圖; 葉韋利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705 小小科學人: 100科學大發現 艾力克斯.弗里思(Alex Frith)等文; 費德里柯.馬里亞尼(Federico Mariani), 荷黑.馬丁(Jorge Matin)圖; 張容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712 肥胖和你想的不一樣: 減重手術教父破解人體代謝密碼黃致錕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729 在宅醫療,從cure到care: 偏鄉醫師余尚儒的翻轉病房提案余尚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736 那些有意思的樂事 連純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743 荒野機器人 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圖文; 劉清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750 黃洋裝的祕密 林滿秋著; 黃立佩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767 那又怎樣的一年 蓋瑞.施密特(Gary D. Schmidt)著; 鄒嘉容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774 葛瑞的囧日記. 3, 老爸別逼我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781 我綁架了外公 克萊兒.克雷孟特(Claire Clement)著; 孫智綺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798 班上養了一頭牛 木村節子著; 相澤路得子繪; 周姚萍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1804 車票去哪裡了? 劉旭恭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811 家裡的大象太多了! 烏蘇拉.都博薩斯奇文; 安德魯.喬尼爾圖; 黃筱茵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835 水之書: 最平凡的物質,最超凡的故事 阿洛.賈(Alok Jha)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842 在人文路上遇見生命導師: 給未來醫生的十堂課鄭愁予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859 小迷宮大旅行: 遊日本 角慎作圖; 賴庭筠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866 非買不可IKEA的設計 日經設計編; 陳令嫺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873 好利潤 查爾斯.科克(Charles G. Koch)作; 穆斯婕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880 灰犀牛: 危機就在眼前,為何我們選擇視而不見?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897 心態致勝: 全新成功心理學 卡蘿.杜維克(Carol S. Dweck)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03 罪與罰之外: 經濟學家對法學的20個提問 熊秉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10 羅輯思維: 我懂你的知識焦慮 羅振宇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27 孩子不是壞,只是壓力大: 5個步驟,教出孩子迎戰未來的調整力沈克爾(Stuart Shanker), 泰瑞莎.巴克(Teresa H. Barker)作; 郭貞伶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34 戲臺上的大將軍 王文華文; 陳虹伃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41 郭台銘霸業 楊艾俐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965 好棒好棒的第一本書 理查.斯凱瑞文.圖; 劉嘉路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972 83¼歲皺紋小朋友最瘋的一年 亨利.戈恩(Hendrik Groen)著; 謝凱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89 知的資本論 增田宗昭著; 駱香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996 老後兩代同垮: 互相支持的家人,為何變成了破產危機?NHK特別採訪小組著; 龎惠潔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09 圖書館去旅行 巴斯卡.布里西(Pascal Brissy)文; 弗瑞德.貝納格利亞(Fred Benaglia)圖; 邱瑞鑾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023 慈悲在人間: 走過尼泊爾震災之路 潘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30 看得見的隱形朋友 蜜雪兒.庫瓦斯(Michelle Cuevas)著; 黃鴻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47 超乎想像的化學: 原來,拉瓦節、道耳頓、亞佛加厥,還有許多科學家,竟然和我們想得不一樣!巴金漢(John Buckingham)著; 李祐慈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61 人工智慧來了 李開復, 王詠剛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78 小黑貓小白貓 得田之久文; 和歌山靜子圖; 葉韋利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085 穿越故宮大冒險. 2: 肉形石的召喚 鄭宗弦著; 諾維拉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108 硬頸免喬,完治!X光看不出問題的全身疼痛和麻痺,只要指壓五分鐘就會好島崎廣彥著; 陳令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122 鋼鐵人馬斯克: 從特斯拉到太空探索,大夢想家如何創造驚奇的未來艾胥黎.范思(Ashlee Vance)著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2139 原來如此,汽車的故事 奧爾德瑞赫.陸吉卡文; 湯瑪士.佩尼契奇, 卡特麗娜.馬卡洛薩瓦圖; 張瓊懿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160 小希的網不一樣 保羅.薩傑克文; 希爾斯兄弟圖; 劉清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177 從日出到日落的守護: 雙和醫院滾動醫療團在馬紹爾群島的故事林進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184 快樂讀經典: 春秋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191 快樂讀經典: 西漢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207 快樂讀經典: 東漢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214 快樂讀經典: 三國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221 快樂讀經典: 戰國故事 林漢達著; 劉安利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238 海裡的那檔子事: 狂野奇麗的海洋動物多樣性 瑪樂.哈德特(Marah J. Hardt)著; 楊玉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245 每一天的教養,都為了孩子獨立的那天做準備: 德國婆婆教我的教養智慧凱若媽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252 區塊鏈革命: 比特幣技術如何影響貨幣、商業和世界運作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 亞力士.泰普史考特(Alex Tapscott)著; 陳以禮,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269 十月的天空: 一位NASA科學家的逐夢少年歲月希坎姆(Homer H. Hickam)著; 陳可崗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92276 我將前往的遠方 郭強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2283 歐普拉的療癒廚房: 115道讓你吃得好、活得精采的私藏食譜歐普拉.溫弗蕾(Oprah Winfrey)著; 何修瑜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290 與成功有約: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 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作; 顧淑馨譯 九版 平裝 1



9789864792320 人生思考題: 哈佛教育學院院長提出的5+1個人生重要問題詹姆斯.萊恩(James E. Ryan)著; 廖月娟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375 誰把音樂變免費 史帝芬.維特(Stephen Witt)著; 柯安琪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58 哈佛教你高EQ管理術: 領導自我、領導部屬、領導團隊、領導組織的必備軟實力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等作; 吳佩玲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998 翻轉.宇宙星空: 一邊學一邊玩的折疊地圖書中書伊利.達賽克(Jiří Dušek), 楊.皮薩拉文(Jan Pisala); 托馬斯.杜馬(Tomáš Tůma)圖; 卓妙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328 表裏日本: 民俗學者的日本文化掃描 蔡亦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67 昭和天皇: 裕仁與近代日本的形成 賀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作;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67 昭和天皇: 裕仁與近代日本的形成 賀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作;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74 心書: 面對時光的力量 趙梅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181 美國的藝伎盟友: 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澀澤尚子著; 油小麗, 牟學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28 義大利的地方料理: 從北到南 20州273品在地佳餚柴田書店編集; 連雪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3359 捏捏: 我懷念那段捏捏時光 王聰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80 徒步中國: 從北京走到新疆 一個德國人4646公里的文化長路探索雷克(Christoph Rehage)著; 麻辣tongu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97 福爾摩沙的故事: 臺灣國際貿易的先鋒-糖業 陳明言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2510 給親愛的妳的心經手帖 家田莊子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27 電視低能我們損失什麼?: 日本電視也是從低能走出陳弘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41 狄更斯講英國史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作; 蘇旻婕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58 離職就好了: 減速生活,給窮忙族的樂活提案 高坂勝著; 簡嘉潁, 呂仙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65 日本古都事典: 影響日本歷史的城市53問 八幡和郎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72 日本史: 1600-2000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 詹姆斯.麥克萊恩(James L. McClain)作; 王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96 京都「地理.地名.地圖」之謎 森谷尅久監修;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414 東京「地理.地名.地圖」之謎 谷川彰英監修;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407 風雲京都: 京都世界遺產的文化人類學巡檢 蔡亦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421 第二人生: 迎接熟齡新社會運動 楊佳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445 日本文樣圖解事典: 帶來好運的日本傳統圖案480款藤依里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331 水月抄 釋法藏作 增訂再版 精裝 2

9789868936386 水月抄 釋法藏作 增訂三版 精裝 1

9789868936393 普賢十大願的修持 釋法藏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536 小雀杏: 不要失去你 家常變Fun, 瓜瓜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43 十二個繽紛 游峻軒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50 肉球們的軟嫩小日子 肉球paw pad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67 心界村的栗險生活 鄭國權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74 瑜珈女孩小派 悄悄畫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81 梅子的悄悄畫手札 悄悄畫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598 My muse Isa Sun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04 胖蜜貓的塗鴉世界 胖蜜貓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11 阿咧的日語雞湯 亞里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28 天生愛花草的女孩 米恩小時候, 張婉玲作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僧伽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83

送存冊數共計：85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9789865673635 蜜糖夢境 旋木糖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42 心情.心晴: 散圖小品集 茶茶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59 天貓行空喵星人降臨 喬小貓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66 瞬間印象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73 粗心小王子插畫世界 卓安迪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80 鞋子穿幾號: 我的鞋印人生 鞋子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697 菲妮的旅行 袁于婷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703 恩怪EN隨筆塗鴉日常 恩怪EN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710 貓頭鷹 鯨魚TDS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727 美食小怪物: 食物大集合 阿學R Xue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734 美食小怪物: 驚喜! 阿學R Xue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741 雪霸聖稜 張兆銘作 精裝 1

9789865673758 南湖精選 張兆銘作 精裝 1

9789865673765 聽見花開的聲音: 陳貴蘭攝影作品集 陳貴蘭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284 閱讀的無限想像: 走讀台南 吳秀雲等撰文; 許玲瑋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542 流蘇穗花手感設計BOOK 蘆田美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59 不凋花藝技巧篇 蘆田美紀, 玩創編輯小組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73 一學就會!60款人氣糖果輕鬆做出甜蜜好味道 陳佳美, 許正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80 我的快樂家宴 在家請客So easy: 50道美味創意料理 12個月的幸福能量陳亮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97 我的美味地圖: 發現臺灣好食材 趙敏夙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03 認識葡萄酒的第一本書 束煥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268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92305 第十三號囚房 賽門.葛林(Simon R. Green)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329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92336 信使的遺產: 魔印人短篇集 彼得.布雷特(Peter V. Brett)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350 太陽之塔. 3 全民熙著;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367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192374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192381 不朽高地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404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3192398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192428 鋼鐵德魯伊. 8, 木樁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497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192503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192510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192527 天使三部曲. I, 守望者 強.史蒂爾(Jon Steel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2534 天使三部曲. I, 守望者 強.史蒂爾(Jon Steel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2541 魔法風暴 伊洛娜.安德魯斯(Ilona Andrews)著;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558 兔俠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92589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1 1

9789863192602 鋼鐵德魯伊. 短篇集, 蓋亞之盾 凱文.赫恩(Kevin Hearne)著; 戚建邦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蓋亞文化



9789863192633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192640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330 柴犬的調教與飼養法 DOG FAN編輯部編;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54 恐龍摺紙 高井弘明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61 擬真摺紙. 4, 水中悠遊的生物篇 福井久男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78 兔子的快樂遊戲書 町田修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85 晨烤麵包: 晚上揉麵後放置冰箱,早上烘烤就能享用Backe晶子著;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392 可愛動物隨手摺 小林一夫著;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408 我家的鸚鵡超愛現! 柴田祐未子, 海老沢和荘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415 酷炫恐龍輕鬆摺 主婦之友社編;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6161 人體的奧秘 Robet Coupe作; Susanna Addario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78 凶猛的掠食動物 Anita Ganeri作; Leonello Calvetti, Christer Eriksson, Gary Hanna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85 火山與地震之謎 Anita Ganeri作; Peter Bull Art Studio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192 神秘古埃及 Anita Ganeri作; Peter Bull Art Studio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39 修道院.十字軍 羅馬藝術: 中世紀歐洲的建築文化與視覺饗宴羅夫.托曼(Rolf Toman), 阿希姆.柏諾茲(Achim Bednorz), 烏韋.吉斯(Uwe Geese)作; 王為祺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39 修道院.十字軍 羅馬藝術: 中世紀歐洲的建築文化與視覺饗宴羅夫.托曼(Rolf Toman), 阿希姆.柏諾茲(Achim Bednorz), 烏韋.吉斯(Uwe Geese)作; 王為祺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53 驚奇趣味翻翻書: 我的第一本趣味加減法 Felicity Brooks作; Melisande Luthringer繪圖; 陳立妍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101 羅圈腿的小獵狗 曹文軒作; 芊禕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118 鳥船 曹文軒作; 龐彥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125 驚奇趣味翻翻書: 奇妙的科學世界Q&A Katie Daynes作; Marie-Eve Tremblay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2132 驚奇趣味翻翻書: 不可思議食物世界Q&A Katie Daynes作; Peter Donnelly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280 左岸.印象: 奧塞美術館 羅伯特.羅森布倫(Robert Rosenblum)作; 楊明欣, 余怡, 周佳樺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4693 塞納明珠: 奧塞美術館 瑪格麗塔.達亞拉.瓦拉瓦(Margherita d'Ayala Valva)作; 許芳翻譯精裝 1

9789862924709 塞納翡翠: 羅浮宮 路卡.貝可奇(Luca Bachechi), 艾瑪紐勒.凱斯特拉尼(Emanuele Castellani), 法蘭西斯科.卡特(Francesca Curti)作; 焦曉菊翻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411 少女系漫畫插圖隨手畫 チーム☆おえかきマスター編; 李致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428 跟世界冠軍學咖啡拉花 村山春奈作; 黃真芳翻譯 其他 1

9789869343442 洋果子職人的特製鬆餅&法式吐司 木村幸子作; 許書華譯 平裝 1

9789869343459 第1本自己做模型的彩色餅乾BOOK とよののぶよ作; 左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466 零失敗♪打破做麵包的困難點!!最適合初學者的免揉麵包教科書藤田千秋著 許書華譯 平裝 1

9789869343473 極上漢堡排與絕品蛋包飯 絕品Recipe研究會編;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3480 色鉛筆生活插畫 元霓真作; 邱敏瑤譯 平裝 1

9789869343497 世界上最簡單的A4心智整理術 赤羽雄二編; 蔡麗蓉譯 平裝 1

9789869378208 簡單又豪華的百變焗烤: 103種令人難以抗拒的金黃香濃滋味主婦之友社作;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215 一畫就上手的插畫學習書: 用筆畫出想法與心情金玉作; 邱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246 咖啡學 田口護監修;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277 字母刺繡A-Z: 547種別緻優美的質感文字圖案 胡玉梅主編; 沙子芳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423 小種子,快長大. 蔬菜篇 陳麗雅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閣林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22

漢欣文化



9789864400911 殼斗村的幼兒園 中屋美和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11 殼斗村的幼兒園 中屋美和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0966 媽媽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55 喜愛雨靴的女孩 潔拉.希克斯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62 都是我的! 潔拉.希克斯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09 小種子,快長大. 水果篇 陳麗雅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30 輝輝的小臉蛋 藤井輝明文; 龜澤裕也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47 我是湯匙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54 不是你的,是我的! 蘇珊娜.莫爾斯文.圖; 李紫蓉譯 1st ed. 精裝 1

9789864401161 一隻與眾不同的狗 羅伯.畢多夫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78 媽媽去上班 莉比.葛利森文; 萊拉.洛居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85 我是箱形龍 土屋富士夫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192 來幫動物量體重 慶太郎文; 高畠純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08 來幫動物量身高 慶太郎文; 高畠純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15 自己的聲音 寇特妮.迪克馬斯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53 你是由什麼做的呢? 大森裕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60 你會做什麼呢? 大森裕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77 老虎卡車 苅田澄子文; 加藤陽子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91 跑腿寶貝 鈴木典丈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14 跟飯糰一起插秧 加岳井広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38 我愛媽咪 喬安娜.沃爾什(Joanna Walsh)文; 茱蒂.亞伯特圖; 魏楚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505 媽媽的祈禱 武鹿悅子文; 江頭路子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1043 藝術博物館 Frederick M.Asher等作; 張耀宗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050 華麗.古典巴洛克藝術: 世界劇院 藝術品的展演舞臺Rolf Toman, Achlm Bednorz, Barbara Borngasser作; 李建群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1593 西遊記. 5, 大戰流沙河 吳承恩原著; 陳維東編創; 彭超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2064 少女長毛象YUKA的超時空旅行 方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3245 賽爾號大迷宮: 雙子貝塔星戰役 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原著; 南京優漫動漫有限公司編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252 賽爾號大迷宮: 美麗的斯諾星 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原著; 南京優漫動漫有限公司編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269 賽爾號大迷宮: 卡蘭星系的祕密 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原著; 南京優漫動漫有限公司編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276 賽爾號大迷宮: 雲霄星的異變 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原著; 南京優漫動漫有限公司編繪;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3498 MY FRIST視覺拉拉書: 世界大探索 Pascale Esthllon原著.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8986 哈姆雷特(中英對照) 梁實秋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878993 職校英文. IV 林茂松, Sarah Brooks編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9402507 高中英文. 二 陳純音主編 再版 其他 1

9789869402514 新指標遠東高中英文參考書. 第二冊 呂紹暉等編輯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02521 遠東職校英文參考書 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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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5129 流轉風景.水墨臺東林永發畫展 林永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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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送存冊數共計：23

閣林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縣書畫教育學會



9789869269056 冥想: 讓生活從此開始改變 雲中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63 有些事該決定,有些事該改變 杜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70 孤獨也是一種生活 李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87 面對,你才有可能成功 漆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9094 選擇: 決定你的一生 李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123 「公正廉明.清代臺灣告示碑」特展圖錄 曾國棟, 何培夫, 范勝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504 水仙。傳神 陳進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501 臺南市歷史建築東山農會日式碾米廠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陳智宏計畫主持; 臺南市東山區農會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9266 自然解剖書: 關於地球上各種有趣的大自然現象茱莉亞.羅思曼(Julia Rothman)著;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372 從臺灣來 上官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63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Q&A: 解決爸媽所有的教養疑惑尹建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594 海底迷宮探測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600 死前七天: 關於罪行與背後的故事 卡瑞納.伯格費爾特(Carina Bergfeldt)著; 胡玉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624 太聰明所以不幸福? 讓娜.西奧-法金(Jeanne Siaud-Facchin)著; 梅濤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648 少年凡一 藤原進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655 坐天下很累: 中國式權力的八種滋味 張宏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662 說話不應該傷人 伊莉莎白.凡迪克(Elizabeth Verdick)作; 瑪莉卡.海因倫(Marieka Heinlen)繪; 徐立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679 手不是用來打人的 瑪汀妮.愛格西(Martine Agassi)作; 瑪莉卡.海因倫(Marieka Heinlen)繪; 徐立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686 腳不是用來踢人的 伊莉莎白.凡迪克(Elizabeth Verdick)作; 瑪莉卡.海因倫(Marieka Heinlen)繪; 徐立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693 療癒誌: 洪仲清與你書寫談心 洪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09 貓派: 美學、療癒、哲理的貓物收藏誌 心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16 蘭的10個誘惑: 透視蘭花的性吸引力與演化奧祕莊貴竣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23 小水窪 任惠元, HYEWON YUM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730 青春,就是要讀莎士比亞 肯.路德維格(Ken Ludwig)著; 蔡亞蓁, 楊佳陵, 謝方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47 創造力是性感的: 吸引個人與領導、創新與創業,還有跨視界吳靜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54 愛是圓滿的開始 麥特.坎恩(Matt Kahn)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61 真好,這樣活到現在: 好事、壞事,都是對人生很有用的事苦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78 做自己最好的陪伴: 找回安全感,讓你內在小孩不害怕、不寂寞的療癒五堂課吳姵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85 彩虹麗子 藤原進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792 誰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如何結交正面朋友,遠離會傷害、背叛和暗算你的負面朋友珍.葉格(Jan Yager)著; 范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808 藝術介入空間: 都會裡的藝術創作 凱瑟琳.古特(Catherine Grout)著; 姚孟吟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9815 生於1984 郝景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822 喜悅的力量: 古代哲學家教你擁抱真正的自己,找到存在的意義弗德瑞克.勒諾瓦(Frederic Lenoir)著; 林惠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839 盜國物語: 戰國梟雄齋藤道三 司馬遼太郎作; 馬靜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279846 盜國物語: 戰國梟雄齋藤道三 司馬遼太郎作; 馬靜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279853 盜國物語: 天下布武織田信長 司馬遼太郎作; 馬靜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279860 盜國物語: 天下布武織田信長 司馬遼太郎作; 馬靜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月津水仙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東山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市文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9789573279884 神祕化石時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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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79891 物語日本: 劍客、忍者、幽怪談 茂呂美耶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07 下流青春: 走過上癮地獄的大改人生 張進益口述; 孔繁芸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14 維梅爾的帽子: 揭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序幕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黃中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79921 小水滴環遊世界 克莉絲黛拉.于艾-葛梅茲(Christelle Huet-Gomez)文; 艾曼紐.胡塞斯(Emmanuelle Houssais)圖; 楊雯珺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79938 不為錢煩惱的老後: 讓人生過程更美好,禪的金錢使用法枡野俊明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45 上田太太不上班: 從台灣女兒到日本人妻的幸福之道林雅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52 大明新聞. 月落之卷(西元一四五0年-一六二五年)黃榮郎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83 愛情不很完美,但很珍貴: 從53個不完美的伴侶關係中學習成長奧斯卡.郝茲貝克(Oskar Holzberg)著; 楊夢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90 喵德勒心理學: 阿德勒透過街頭心理學家交付的29個勇氣習作清田予紀著; 南幅俊輔攝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02 外婆住在香水村 方素珍文; 索妮亞.達諾夫斯基(Sonja Danowski)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019 迎接AI新時代: 用圍棋理解人工智慧 王銘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26 孫正義簡報操刀手的社外簡報術: 3分鐘一舉過關!日本最強簡報術,各大企業競相採用前田鎌利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33 不正常人生超展開: 正興街櫃男的理想生活指南高耀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40 孫正義一次OK的社內簡報術: 3分鐘一舉過關!日本最強簡報術,各大企業競相採用前田鎌利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57 雙11: 全球最大狂歡購物節,第一手操作大揭密 秦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64 夢幻廚房在我家: 手做安心食材X復刻名店美味X進化夢幻料理殷睿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71 孩子永遠是對的: 幫助父母掙脫臍帶勒索,找出孩子的正向價值李儀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88 驚艷唐詩: 字行間的人生密碼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095 鄉愁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柯麗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118 蘿拉與我 琪雅拉.瓦倫提娜.賽格雷文; 保羅.多梅尼寇尼圖; 盧韻竹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17637 防災教學著色繪本 臺南市東區區公所著 一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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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97291 船藝學 周建張等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5897307 金融法: 個案探討 陳國義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97314 海上求生 苟榮華, 蔡朝祿, 周建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405 榜首英語單字教材系列單字20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5412 榜首英語單字教材系列單字2000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024 吉他琶音終極訓練 蔡文展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307031 董舜文薩克斯風教學 董舜文作 第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07048 古典鋼琴入門自學影音課程. 一 吳宛靜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307055 現代樂理超簡單學習法. 一 蔡文展作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9307062 現在和聲樂理影音教學 廖季文作 第二版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保濟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0

南市東區區公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555 公立機關學校待遇加給獎金費用法規釋例彙編: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補充版陳榮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0562 公立機關學校差旅費相關法規釋例彙編.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版陳榮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79708 智慧教育之教師專業發展理念與案例 張奕華, 吳權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900 流浪者之歌首部曲: 河濱戰記 駱圓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503 全國常見藥品. 4, 眼科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8510 全國常見藥品. 5, 皮膚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810 聽說秒記英文單字 枝廣淳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6827 IT專案開發的英語力: 專案的基礎知識x提案力Tsukamoto Suguru, Kosaka Takash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834 英文E-mail &書信不求人: 什麼信都能寫!什麼信都能回!David Thayne著 平裝 1

9789869326841 看圖、秒懂、不用錯的英文介系詞 Wit hous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08 五校聯合交流評圖專刊. 105學年度第十屆 黃教益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185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2017時尚設計系. 第六期 吳岑俞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1275 圍棋史話. 3, 昭和棋聖吳清源 李敬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1282 Master的一手 夏大銘, 蕭正浩, 林書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551299 Master的一手 夏大銘, 蕭正浩, 林書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027 高(加)壓氧治療學 陳世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南應用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思勤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榮茂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網奕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福島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時尚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鳴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842 末世與神對齊 張哈拿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03859 號角: 盟約之聲 Aw Kum Pui著; Alice Chang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3866 清晨嗎哪90天. 7, <>、<>、<>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866 清晨嗎哪90天. 7, <>、<>、<>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873 全家總動員: 生命茁壯非僅存活 安德烈亞斯和安琪拉.弗雷茲夫婦(Andreas and Angela Frèsz)著; 施惠美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27 塑可富國,織出美夢: 從週期循環鑑往知來,掌握產業選中飆股杜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6734 當沖上班族(當沖稅減半增量版): 庶民經濟新行業黃唯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2298 豪記龍虎榜. 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034 面膜大學問: 美麗就是那麼簡單 何國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041 觀光工廠. 4, 建設臺灣: 臺灣最深度的探索 楊雅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107 任漢平草書集 任漢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2114 任漢平草書集. 二 任漢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30355 3A試題篇: 數學(康版). 6 盧建民編著 平裝 2

9789864330416 3A試題篇: 歷史(翰版). 2 妍如鈞編著 平裝 2

9789864330515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30515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30546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30546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151 小而美散文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68 回到電影年代: 家在戲院邊 左桂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008 日出江花紅勝火: 日本近現代作家 林景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039 我沒有名字只有末日 葉雨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彩藝術



9789573910046 書緣瑣記 吳興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10053 天空下的眼睛: 我的家族與島嶼故事 劉枝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910060 一襟幽事 陳牧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077 阮劇團劇本農場劇作選. III. 2015 林孟寰, 高煜玫, 陳弘洋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077 阮劇團劇本農場劇作選. III. 2015 林孟寰, 高煜玫, 陳弘洋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084 衝撞與凝聚: 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 陳世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091 呷餅人福氣: 文學家的臺中糕餅之旅 方梓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07 作畫的日子: 一個業餘畫家的自述 蘇繼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14 時光精靈 陳崇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38 天使與橋者: 七等生小說中的友誼 廖淑芳作 初版 平裝 3

9789573910145 大河悠悠: 漫談鍾肇政的大河小說 錢鴻鈞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910145 大河悠悠: 漫談鍾肇政的大河小說 錢鴻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52 畫說1950年代臺灣文學 應鳳凰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866 雕塑的詩體: 張乃文. 2016 張乃文作 平裝 1

9789868850866 雕塑的詩體: 張乃文. 2016 張乃文作 平裝 1

9789868850873 增補插點: 雕刻的再模擬之外: 張乃文個展. 2014張乃文作 平裝 1

9789868850873 增補插點: 雕刻的再模擬之外: 張乃文個展. 2014張乃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132 鄭善禧彩瓷選集 鄭善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0132 鄭善禧彩瓷選集 鄭善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925 九十回首來時路 張鐵耀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55 傳播創新與實踐之跨領域對話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7倪炎元主編 平裝 1

9789869459709 銘人風雲錄: 60位銘傳校友走過的成功之路 銘傳大學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9716 銘傳大學六十(1957-2017) 樊中原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9730 銘傳文藝: 第28屆銘傳文藝獎專刊 樊中原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459730 銘傳文藝: 第28屆銘傳文藝獎專刊 樊中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62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簡介 洪啟東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67479 銘傳大學前瞻智慧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李芝瑜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9367493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優秀學生作品集. 2017 洪啟東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720 活出聖言. 甲 范玉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0

舞陽美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華陶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雅資訊



9789866125737 活出聖言. 乙 范玉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775 活出聖言. 丙 范玉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782 主耶穌的恩賜念念不忘 梁桂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05 谷中百合: 董蘭芝聖畫像作品集 董蘭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744 靈海微瀾 蘇雪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12 福傳在中華: 聖功修女會在華成長史 文克彬修女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29 中國花絮 Sr. Beatrice(Aurelia)Fleischbei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36 天主十誡: 歷久彌新的普世法則 金毓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43 耶穌受難和復活史詮釋 斯德望.賓次著; 陳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50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 本篤十六世作; 胡皇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25867 美麗島.主的莊田. part II, 老照片集 徐天德(Tomás Miguel Blázquez)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25874 與耶穌同庚: 晉鐸三十三週年紀念文集 宮高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911 窮人良友: 龐杜思修女小傳 Maria Rita Pontes作; Alan Robert Fearne英譯; 聖功修女會亞洲會省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8751 藏著故事的相片 陳彥均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5950 藝都薪傳: 嘉義市美術協會暨國際交流作品集. 第十五屆蕭秋芬, 吳筱瑩主編 平裝 1

9789868265950 藝都薪傳: 嘉義市美術協會暨國際交流作品集. 第十五屆蕭秋芬, 吳筱瑩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311 怪咖心理學. 3: 明明沒有,為什麼看得見?: 當超自然現象遇上心理學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46276 物窒欲: 越多不等於越好: 用「體驗消費」與「共享經濟」取代物品囤積,打造美好生活詹姆斯.沃曼(James Wallman)著; 謝樹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936 活在古代不容易 史杰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943 製片之路: 世界級金獎製片人如何找到足夠資金與一流人才,克服各種難題,讓想像力躍上大銀幕傑佛瑞.麥納伯(Geoffrey Macnab), 雪倫.史沃特(Sharon Swart)著; 陳家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950 100種看世界的角度,100本書的故事,塑造出我們今天的世界羅德里克.凱夫(Roderick Cave), 莎拉.阿亞德(Sara Ayad)著; 游懿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0967 本草春秋: 以草藥為引,為歷史把脈,用中藥書寫歷史鄭驍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974 悲傷是這樣誕生的 約翰.休斯(John Hughes)著; 李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981 一日江戶人 杉浦日向子文.圖; 劉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0998 世界史是打出來的: 看懂世界衝突的第一本書: 從20組敵對國關係,了解全球區域紛爭掌握國際脈動對我們的影響關真興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904 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 記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北非難民,以及跨地中海的悲劇航程卡里姆.埃爾-高哈利(Karim el-Gawhary),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Mathilde Schwabeneder)著; 彭意梅, 張詠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911 設計師玩食譜: DESIGN x COOK 貝爾洪.洛克(Bertrand Loquet), 安－羅荷.艾斯戴芙(Anne-Laure Estèves)著; 周明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1096 就是愛呆萌 潔斯.布萊德利(Jess Bradley)著; 左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319 警賊: 光與闇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7326 警賊: 光與闇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7302 就是愛花朵 麗茲.普里斯敦(Lizzie Preston), 珍.萊德-葛雷(Jane Ryder-Gray)著; 左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333 就是愛著色 菲莉西蒂.弗蘭琪(Felicity French)著; 左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340 再見,拖懶慢!: 心理學家教你78種戒掉職場壞習慣的科學處方佐佐木正悟著; 池願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357 給每天都再重蹈覆轍的你: 丟掉50個壞習慣,懶熊也能訂做成功新生活美崎榮一郎著; 嚴可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7364 聖經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鄧嘉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7371 怪咖心理學博士教你跟誰賭都會贏: 101道囊括水平思考、魔術技法、科學花招,數學把戲與陷阱謎題的心理學密技集錦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鄭百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395 幻獸國度. 2: 被小怪獸淹沒的古城 克比.羅賽斯(Kerby Rosanes)著; 郝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205 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 為了多數人幸福而犧牲少數人權益是對的嗎?我們今日該如何看待道德哲學的經典難題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229 東京建築散步: 50條嚴選路線,帶你走訪巷子裡的建築名作與老屋風景松田力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236 最有分寸溝通術: 即使「你滾蛋!」也能說得漂亮,成為職場人氣王(老中老外都能通)派屈克.亞倫(Patrick Alain)著; 陳松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7803 這個字,原來有這樣的身世!: 重返漢字的演化現場,細數每個漢字的身世履歷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嘉市社大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漫遊者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7745 禁忌世代: 依戀 安娜.陶德(Anna Todd)著;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6538 禁忌世代: 獨愛 安娜.陶德(Anna Todd)作; 朱立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06 減醣常備菜150: 營養師親身實證,一年瘦20kg的瘦身菜主婦之友社作; 何姵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13 戰鬥吧!不論這世界有多殘酷: 向暢銷漫畫學策略管理李世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51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佐野夜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68 關於人生,莎士比亞的神回覆: 來自莎劇的105個經典語錄林楸燕, 倪志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75 小鎮書情 卡塔琳娜.碧瓦德(Katarina Bivald)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82 向著光亮那方: 與其抱怨身處黑暗,不如提燈前行劉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199 Let's Brew!自釀啤酒完全指南: 第一本由台灣精釀啤酒師撰寫!完全圖解、毫不保留!宋培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09 跟著達人領隊CHOYCE樂遊北海道: 走一趟夢幻北國旅程Choyc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16 解剖師的秘密 喬迪.尤布雷卡特(Jordi Llobregat)著; 劉家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30 開飯!美味飯料理 俞熙榮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23 Ciao!一盤一餐,義大利麵的美味魔法: 經典醬汁X當季時鮮X沙拉漬菜崔惠淑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47 星期天的烘焙時光 鄭榮仙作; 陳冬雪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9352154 ICEBOX冰盒餅乾 河村愛子作; 何姵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61 寫字力: 運用書法概念,寫出端正硬筆字 林佳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78 寫字力.字帖: 敬!美好人生 林佳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192 茱麗葉的美味塔派時光 張鎮淑作; 鄒宜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04 為了不枉此生,50歲前,不做會後悔的事 榊原節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4811 精油蠟燭與擴香座的手作時光 金秀玹著; 鄒宜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35 一流的人,在工作中想睡覺會怎麼辦? 佐佐木正悟著;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42 Orange 高野莓原作.插畫; 時海結以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74859 沒有人應該堅強一輩子 艾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66 {自家製}天然酵母麵包: 從酵母培養、手感烘焙到麵包食譜Bochun_cafe ANKO作;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73 喚醒洪荒之力: 心想事成的52個祕密法則 石田久二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80 靈異雙胞胎 S. K. Tremayne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97 未竟之業 安.瑪莉.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著; 張國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02 日本人妻邊惠玉教你幸福生活秘技244招: 收納x料理x清掃x美容x衣物保養x環保邊惠玉作;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19 獨行殺手 山繆.畢約克(Samuel Bjouk)著;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26 我的幸福烘焙廚房: 205道經典烘焙食譜,完整收藏!朴英卿等著; 張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33 日日便當手帖: 由217道日常美味,進化的83款便當提案南垠朱著; 張鑫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40 舒食新概念－常備漬物料理帖: 81道封藏營養,17道風味料理DODO編輯部著;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57 鑄鐵鍋家傳料理: 一鍋到底,悶、煮、燒、炒、燉、烤,55道家常菜與節慶料理龍東姬作;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64 我家也有小烤箱之料理魔法: 90道超省時|超省錢|無油煙的人氣菜單,搞定三餐不外食!朴瑛卿等著; 邱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8771 對稱早餐: 一切都是為了愛 麥可.齊(Michael Zee)著; 龔嘉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88788 開始,期待好日子 阿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95 簡單生活學: 關於優雅.品味.環保與慢活的美好日常指南Stephanie Araud-Laporte著; 賈翊君, 黃琪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392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管理實戰 胡百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39 這輩子,一定要去一次馬爾地夫: 印度洋三大明珠馬爾地夫、模里西斯與塞席爾夢幻島遊陳台祥, 丁楓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46 血流能解決所有煩惱 堀江昭佳著;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60 松浦彌太郎的100個工作基本+100個生活基本 松浦彌太郎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84 超簡單、不失敗的電子鍋料理100 主婦之友社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093 慧光集. 70, 竅訣寶藏論釋 全知無垢光尊者造頌;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釋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69 More than Real真世界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45 實踐服裝畢業專輯. 2017 賴佑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14 琢玉集. 三,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創系十週年特刊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師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608 稅法各論: 以稅捐構成要件及法律邏輯分析 張進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615 證券交易法 張進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622 最新稅法與實例解說: 法律邏輯分析與體系解釋張進德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9213639 企業租稅法律風險管理實例分析 張進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3408 資訊素養: 行動世代的智慧生活 曾憲雄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3682 超圖解Arduino互動設計入門 趙英傑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23873 速效!Excel超實用工作術2016/2013/2010/2007適用施威銘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3123958 網站行銷一定要懂得Landing Page設計事典 株式会社ポストスケイプ作;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3989 Android App程式設計教本之無痛起步: 使用Android Studio 2.x開發環境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030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設計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047 格鬥肌力訓練解剖聖經: 動員全身肌肉爆發力出擊 培養僵持肌耐力克敵制勝Frede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著; 林晉利譯 精裝 1

9789863124054 新觀念Microsoft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 2017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3124061 外掛OUT! jQuery高手精技 矢次悟郎著; 林子政譯 其他 1

9789863124078 ox秒懂任何人都能學會!: 立體透視構圖技法 斉藤むねお監修;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4085 機器博士帶你輕鬆看懂網路技術 星紀明作; 黃瑋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4092 SketchUp 2017室內設計繪圖實務 陳坤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115 滾筒運動圖解聖經: 強化核心肌群.肌筋膜放鬆 專屬運動課表.消除肌痛點Sam Woodworth著; 謝靜玫譯 精裝 1

9789863124122 生技投資聖經二部曲: 一定要懂的投資策略 羅敏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4139 一學就會!拍出令人食指大動的美食攝影技巧! 佐藤朗, 小坂桂作; 李明純, 黃珮清譯 平裝 1

9789863124146 Canon 5D Mark IV 100%使用手冊 陳漢榮作 平裝 1

9789863124191 Dreamweaver CC 資料庫網頁實例應用: 零程式基礎輕鬆製作PHP資料庫網頁昱得資訊工作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207 跟著樂齡優良教師學LINE.FB 陳千里, 謝明原作 平裝 1

9789863124214 CG人體繪畫事典: 畫好人物的39個秘訣 松(A.TYPEc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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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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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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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49791 大英博物館. II 蕭淑美總編輯; 詹慕如翻譯 平裝 1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應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德企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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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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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4605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張東君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4605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張東君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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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86548 衛城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夏淑怡翻譯 平裝 1

9789869386548 衛城博物館 蕭淑美總編輯; 夏淑怡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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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94097 絕丹王 丹元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098989 龍魂變 青狐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2

說頻文化



9789864692071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4822 綁架全世界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5331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4204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4211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4259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9575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695683 戰魂神尊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5454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567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95744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566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94679 大香師. I, 雙生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94686 大香師. II, 涅槃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94693 大香師. II, 涅槃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94709 大香師. II, 涅槃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94716 大香師. II, 涅槃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94723 大香師. II, 涅槃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94730 大香師. II, 涅槃卷 沐水游作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95720 天命醫王 呆萌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5300 雄霸蠻荒 淡定從容的某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69573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695775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4785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5447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5799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576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4990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5928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5003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5010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5027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5034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5256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5713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5652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5706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5072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95188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695195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6147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5645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5911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611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569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5805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5898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5379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6086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5621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5935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6444 龍魂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5638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6185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6130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5409 無雙道尊 絕塵傲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5416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590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6109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5423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5881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383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5492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5508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5515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5522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5539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5546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5553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5560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5577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5584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5591 招財太子妃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560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6178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5614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6369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578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9581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9616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9646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9682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95829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420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683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5836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6123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96437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96680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95843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6093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6659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585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69639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696536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69586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615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637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657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587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594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595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596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597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664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598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95997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840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7137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6000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6475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6017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6543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703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602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6031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6697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712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6048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055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06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07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4105 長嫂罩得住 聽芳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694112 長嫂罩得住 聽芳作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694129 長嫂罩得住 聽芳作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694136 長嫂罩得住 聽芳作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696192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208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215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222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6239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6246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253 高門醫秀 薛行衣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6260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277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284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291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6307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658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714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631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715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735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6321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6666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7199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6338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7168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7175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634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656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7182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739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6352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6635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7373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6550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6406 天才煉卡師 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6413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696451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729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482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7304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7700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667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6499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6505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6628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7342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767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651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9652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97656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96598 守妻如玉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604 守妻如玉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611 守妻如玉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710 仙城紀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727 仙城紀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734 仙城紀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741 仙城紀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6758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76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772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78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809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679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9731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69781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696857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864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871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888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6895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6901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6918 嫡謀: 夢與君同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6925 甜園小嬌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932 甜園小嬌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949 甜園小嬌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956 甜園小嬌妻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6963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6970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6987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6994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7007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7014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7021 嫡謀: 與天爭命 面北眉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703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97328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9772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9773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9798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9704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736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782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7977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705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738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7663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7991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800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710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9711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697335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69768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69795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9796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697205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764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780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801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812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7847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7212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8134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7229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7717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7236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8028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8141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7243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7250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7267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7274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7281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769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8035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7403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7410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7427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7434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7441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7458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7465 將門小嬌娘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7472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7489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7496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7502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8431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751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7526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7533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754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7557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785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819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844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7564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8059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8172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8455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7571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8066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816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8462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874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7588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7595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847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875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7601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8042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8158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7618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697625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783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8189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8486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7748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8080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8493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8967 萬法梵醫 相思洗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7755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8219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8974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776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9850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898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69777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69807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69820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9873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697786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8226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899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7793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7861 逍遙武帝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98240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8691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7878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7885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823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69852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699018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7892 小藥妻 淡櫻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7908 小藥妻 淡櫻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7915 小藥妻 淡櫻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7922 小藥妻 淡櫻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7939 小藥妻 淡櫻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7946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8530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8721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9025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810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854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922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811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9870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69871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98257 一世姝榮 灼茶肆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264 一世姝榮 灼茶肆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271 一世姝榮 灼茶肆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288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295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301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318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8325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8332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8349 嫡女榮華逆襲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835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876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914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836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9032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8370 妖神記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838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69904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69909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98394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9056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9155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916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917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8400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9063 超凡之門 羅蘭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8417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842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907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918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8554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561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578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585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863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69923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69864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877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924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8653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660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677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684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8875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8783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790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806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813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8820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8837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8844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8851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8868 妻言萬福 安瑾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8882 並蒂蓮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899 並蒂蓮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905 並蒂蓮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912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9193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9773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8929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9209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9438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9490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8936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9216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699452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699506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8943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9483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9513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98950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69908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69910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699780 道醫風流 朝陽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911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69946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69979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69998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69999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69912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947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69952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9980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8940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69913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944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981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8941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9254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9261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9278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9285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9292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9308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9315 神算驕女 端木景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9322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99537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9827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89464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96189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933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69983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9220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39379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699346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9544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91764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935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955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69984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38947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91726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9614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9936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99568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699575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389488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9389495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939611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699377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89426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96158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69938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69958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938945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939173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939613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69939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959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8943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9179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9407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699858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92242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9414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9421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9440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92259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961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699629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69986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8960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38961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00343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0035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38962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9641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9636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9643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96165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9965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939178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69966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699872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9174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00398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9674 冤家不二嫁 糖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9681 冤家不二嫁 糖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9698 冤家不二嫁 糖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9704 冤家不二嫁 糖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9711 冤家不二嫁 糖藕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99728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91702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96127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9973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9171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9642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99742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389631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91771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9610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0030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99759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389648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391757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00367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699766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396196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39640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038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99889 十兩世子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9896 十兩世子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9902 十兩世子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9919 十兩世子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9926 十兩世子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96172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0374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699971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89655 財女與忠犬 錄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89662 財女與忠犬 錄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9679 財女與忠犬 錄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9686 財女與忠犬 錄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090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9162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9123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9124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125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126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127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91283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3672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92266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2273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2280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2297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93706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93713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93720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93737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93744 淘金女諸葛 意遲遲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93768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39378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0031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0032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0906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41068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396431 錦言繡年 秋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6448 錦言繡年 秋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6455 錦言繡年 秋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6462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39647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9396486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9087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9649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940909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941167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940033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360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0361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0091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940092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940368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941163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9403627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9070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10694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0930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0947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09186 大國手 魔術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095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0913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00961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0097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0912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00985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0910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09117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0099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409179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1161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403207 娘子是天廚 媚眼空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3214 娘子是天廚 媚眼空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3221 娘子是天廚 媚眼空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3238 娘子是天廚 媚眼空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3245 娘子是天廚 媚眼空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3252 娘子是天廚 媚眼空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0326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327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1065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0328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9403290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9409148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9403634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16542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3641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411653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10670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3658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09155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3665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900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09018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919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10601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1061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11691 吾家金貴婿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3008 吾家金貴婿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441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442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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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0011 群書治要三六0 精裝 1

9789869130028 南風詩歌總集 南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486 連合艦隊的黃昏: 出乎意料的帝國海軍在臺灣: 大正末期.昭和時期帝國海軍艦艇寫真王佐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7609 意志的勝利: 鑲鑽騎士鐵十字勳章 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16 動盪的青春: 希特勒青年團寫真 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23 注意,戰車!: 裝甲部隊的發展、戰術與作戰潛力海因茲.威廉.古德林(Heiriz Wilhelm Guderian)著; 黃竣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47 德意志雄師: 聯邦國防軍現役裝甲車輛寫真 黃竣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54 忠誠是我的榮譽: 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寫真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61 這張海報,要賣2,000萬: 經典歐美手繪電影海報林維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78 ZERO太平洋戰記. 開戰篇 小林源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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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41308 擊潰仇敵的城門 Miracle A. Muomaife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315 臺灣復興大能爭戰禱告手冊 Miracle A. Muomaife作; 陳俞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416 天堂氛圍: 創造一個神蹟與成功的領域 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1

送存冊數共計：609

精點印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榮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榮耀山嶺事工



9789869380423 榮耀學校密集課程手冊 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447 榮耀學校密集課程手冊(簡體字版) 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430 天堂氛圍: 創造一個神蹟與成功的領域(簡體字版)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0563 工程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第四屆張基成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6018 臺灣化學工學略史(日文版) 翁鴻山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56018 臺灣化學工學略史(日文版) 翁鴻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50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太上老君清靜經 楊勝得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3430 集思廣藝: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藝術創作展專輯. 2016藍榮賢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7172 水果旅行 游文宏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30964 我的小規模奇蹟 入間人間作;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0971 我的小規模奇蹟 入間人間作;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2197 日本鐵道新旅行: 搭關西、九州觀光列車享受美好路線Walker編輯部作; 陳曉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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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32371 偏執男纏上小混混 淀川ゆお作; ALA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474 棺姬嘉依卡 榊一郎作; Yoshi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4580 妖怪旅館營業中. 3, 料理鬼妻的美食外交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4634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4863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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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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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4948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2, Avat a ra再臨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044 終身保固的女僕與容易崩壞的我 值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5051 指尖小奢華!FashionxNAIL Shizuku作; 蔡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068 異界轉生強奪戰 mino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075 29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事與願違!? リュート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082 Fate/strange Fake TYPE-MOON原作; 成田良悟作; 北太平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5099 我的腦內戀礙選項 春日部タケル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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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5112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化學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天壇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9789864735129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136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143 重裝武器. 10, 外神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150 OBSTACLE SERIES激戰的魔女之夜 川上稔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167 成為魔導書作家吧!. 2, >那就答應魔王的邀約吧?(要/不要)岬鷺宮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174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5181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5198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235 在神酒診所乾杯 知念實希人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259 神的另一面 藤崎翔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266 賢者之孫. 1, 顛覆常識的新生 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273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懷夢美少女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280 皇帝聖印戰記. 5, 西詩提那的解放者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5297 新世紀福爾摩斯. 3, 致命遊戲 Steven Moffat, Mark Gatiss腳本; Jay漫畫; Sharpice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03 新世紀福爾摩斯. 1, 粉紅色研究 Steven Moffat, Mark Gatiss腳本; Jay漫畫; Sharpice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10 新世紀福爾摩斯. 2, 銀行家之死 Steven Moffat, Mark Gatiss腳本; Jay漫畫; Sharpice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27 SpeXial Okinawa沖繩寫真遊記 SpeXial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34 笨拙戀愛術 佐倉りコ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41 欲染聲色 鳩屋タマ作;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58 戀上泳裝新娘 佳門サエコ作; 杓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389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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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5402 骷髏先生看著妳 桑佳あさ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419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426 魔法科高中的優等生 佐島勤原作; 森夕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433 武士老師 黑江S介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440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芙菈格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5457 超級喵天堂 うさくん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464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一方通行 鎌池和馬原作; 山路新漫畫;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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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5488 激戰的魔女之夜 川上稔原作; 劍康之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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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735501 小百合的妹妹是天使 伊藤ハ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518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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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5532 浮士德的微笑原創小說 圖爾齊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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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5556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7, 詠月之魔女 虎走かける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5563 魔法工學師 秋ぎつね作; 余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570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駱駝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587 我被召喚到魔界成為家庭教師!?. 3, 和公主們抵達終點!!鷲宮だいじん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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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864735600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師走トオル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5617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9, 紅之宿命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24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SS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31 王子收藏守則. 1, 一個也是收兩個也是收不如全收了Kill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48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5655 不法辯護人. 1, 法庭的詐欺師 師走トオル作; 劉惠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62 陽臺的幸福滋味. 1, 凌晨1點的鄰人餐桌 竹岡葉月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79 死相學偵探. 3, 六蠱之軀 三津田信三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86 校對女王. 2, A la mode 宮木あや子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693 芒神 奕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5709 戀愛方程式 小鷹和麻作;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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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5723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5730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5747 KERORO軍曹 吉崎観音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735754 記錄的地平線: 西風旅團 橙乃ままれ原作; こゆき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5761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35778 聖魔之血 吉田直原作; 九条キヨ漫畫; 謝怡苓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35785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張嘉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792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5808 疾走王子 曽我部修司企劃.原作; 永川成基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1

9789864735808 疾走王子 曽我部修司企劃.原作; 永川成基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808 疾走王子 曽我部修司企劃.原作; 永川成基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9

9789864735815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HI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822 異世界和我, 你喜歡哪個? 暁雪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839 公爵千金是62歲騎士團長的嫩妻 筧千里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846 我與她的漫畫萌戰記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5853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5860 轉生成自動販賣機的我今天也在迷宮徘徊 昼熊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877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5884 加速世界. 20, 白與黑的相剋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891 墮落之王 槻影作; 張慈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907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5914 GAMERS電玩咖!. 3, 星之守千秋與初戀NEW GAME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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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5938 幼女戰記. 5, Abyssus abyssum invocat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945 廢柴以魔王之姿闖蕩異世界: 有時作弊一下的悠哉旅程藍敦作; 溫朝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5952 解憂料理本MOSO BOOK: 跟著料理超紓壓,走進天馬行空的妄想世界いとうりえこ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969 六界妖后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5976 魔王經紀人 黑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990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003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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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36027 轉生鬼神浪漫譚 藍藤遊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034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3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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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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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736065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SH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072 情色漫畫老師. 7, 因動畫而開始的同居生活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089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初戀美少女 鴨志田一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096 英雄都市的笨蛋們. 2, 女神與好漢們的祭典 アサウラ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10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8, Alicization lasting 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119 魔法重裝座敷童子的簡單殺人妃新婚生活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126 愛溺 英田サキ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133 當蠢蛋FPS玩家誤闖異世界之時 地雷原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140 諸神的差使 浅葉なつ原作; ユキムラ漫畫;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157 鬼灯家的大姊姊(+妹) 五十嵐藍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16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聖母聖詠 川原礫原作; 葉月翼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16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聖母聖詠 川原礫原作; 葉月翼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171 愛戀醺然花開時 aivan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188 魔王勇者 橙乃ままれ原作; 淺見よう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6195 隔壁的吸血鬼美眉 甘党作; LKH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201 殺戮遊行SMOKIN' PARADE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杓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218 非洲的動物上班族 ガム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225 大小姐姐姐 ク一ル教信者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232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6249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ALATA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6256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263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270 新世紀福音戰士: 碇真嗣育成計畫 Khara原作; 高橋脩漫畫; 陳宏生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36287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6294 惡魔高校DxD 石踏一榮原作;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 Kosara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6300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317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柊暁生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6324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漫畫;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331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36348 我們都是美少女戀愛遊戲女主角 じゆうあみ作;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355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362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379 魔王勇者: 「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36386 弒神少女綺露琪 的良みらん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393 怪物的孩子 細田守原作; 浅井蓮次漫畫;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409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6416 荷包蛋的蛋黃何時戳破最美味? おおひなたごう漫畫; 方郁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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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冊 1

9789864736430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 ZUN原作; 春河もえ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6447 旅.臺中: 漫時光私旅行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461 在神酒診所乾杯. 2, 淡雪的記憶 知念實希人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478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485 妖怪旅館營業中. 四, 以家常好味化敵為友 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492 健康才有鹿用!: 即使哭泣也要繼續前進,獨居漫畫家的抗癌圖文記藤河るり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08 日本環球影城吸金魔法: 打敗不景氣的逆天行銷術森岡毅作; 李伊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15 TOYOTA的失敗學: 善用失誤,創造逆轉勝! OJT Solutions股份有限公司; 曾佩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22 雙喵園長: 德川東動物園日記 貓蒔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539 死相學偵探. 4, 五骨之刃 三津田信三作; 莫秦譯 1版 平裝 1

9789864736553 陽台的幸福滋味. 2, 2人的契合度與番茄燉肉 竹岡葉月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60 薔薇十字叢書: 神社姬之森 京極夏彥原作; 春日みかげ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77 墨方簿. 3, 螢火夜行 久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84 王子收藏守則. 2, 努力打工拚命練功都是為了養後宮Kill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91 皇帝聖印戰記. 6, 西詩提那的解放者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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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6614 法布爾小姐的蟲之荒園 物草純平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621 29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事與願違!? リュート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638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645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6652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6669 深灰澀樂章 所ケメコ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676 閃耀女孩亞麻里 黒田bb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690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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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6713 疾走王子 曽我部修司企劃.原作; 永川成基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720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737 刺客守則. 2: 暗殺教師與女王選拔戰 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744 成為魔導書作家吧!. 3, >即使如此還是要和大家一起拯救世界嗎?(要/不要)岬鷺宮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751 騎士保母與怪獸幼兒園 神秋昌史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768 賢者之孫. 2, 破天荒的新英雄 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775 瓦爾哈拉的晚餐. 2, 狼與狂戰士的蔬菜雜燴 三鏡一敏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782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799 末日樂園的葬花少女 鷹野新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812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6829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王柏雯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6836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36850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6867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6874 美眉憋不住 走馬燈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881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898 五十嵐與中原的青春交叉口 イサム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904 最近,妹妹的樣子有點怪? 松沢まり作; 任天狗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36911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6935 有點可愛的女子高中拷問社 深見真原作; α˙アルフライラ漫畫; 葉廷昭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942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6959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6966 機動戰士鋼彈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 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6980 與咖啡娘的午茶時光 ポルリン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6997 我的女友是個過度認真的處女bitch 松本ナミル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017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婵川夏哉原作; HIKA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024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原作; いわさきたかし漫畫;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031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原作; いわさきたかし漫畫;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048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原作; いわさきたかし漫畫;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7062 喪眼人偶 澤村伊智作; 劉愛夌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7154 黑暗騎士不可脫. 2, #神藤魔步#相撲#製作手打漢堡排的機器木村心一作; 竹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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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7208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3, 2nd特攻強襲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7215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10, 賭博大亂鬥! 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369 咕咾小姐破處難嗎? 海裕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376 第五堂課的戰爭 優作; JUSTIC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7383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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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7406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7420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37451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GHOST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7468 夏亞的日常 南北漫畫; 本田雅也腳本;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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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7550 相愛相殺 Fe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567 青春怦然心動 雨宮うり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581 極品絕配原創小說 林麗珊小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111 擘劃臺灣防災產業: 國際行銷 王華弘, 鄭錦桐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6365 民國初年金門體育發展脈絡與省思1920s-40s 林本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6365 民國初年金門體育發展脈絡與省思1920s-40s 林本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周易養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10

送存冊數共計：216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529 宗教與易理論集 林文欽著 平裝 1

9789869167536 宗教與易理論集 林文欽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17531 心: 奇跡 石沢克宜作; 吳苾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320 熾愛狂情 黒うさP/WhiteFlame原作; 雨宮ひとみ作; 猫ノ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559 魔法公主故事書 宮崎駿原作.腳本.監督; KUMAKO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750566 魔法公主故事書 宮崎駿原作.腳本.監督; KUMAKO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750573 惡之大罪: 第五號小丑 惡ノP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0580 不管誰都好,請和我交往!! 桌球少年原作; 夢乃ハル力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04 專業鐵板燒主廚必學: 極品牛排調理技法 日本鐵板燒協會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266 莎拉巴!: 致失衡的歲月 西加奈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51273 莎拉巴!: 致失衡的歲月 西加奈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51280 莎拉巴!: 致失衡的歲月 西加奈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51358 那我就不客氣地享用啦!! 倉橋トモ漫畫;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65 老師抱歉囉 meco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72 傲慢王子與秘密情人的私密之吻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389 我的孫悟空(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1396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751402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51419 怪可愛動物園 STUDY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426 呆萌無敵!柴犬MARU: 汪汪散步去 小野慎二郎作; 蕭辰倢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51433 少棒的基礎: 從零開始的126個必備觀念+訓練方法仁志敏久監修;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440 最後大魔王 水城正太郎原作; 伊藤宗一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1457 土星公寓 岩岡壽枝漫畫;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1464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1471 百變戀愛道具箱 わたなべあじあ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1488 1圓之男 モンデンアキコ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495 BL漫畫家購買應召男公關 福嶋ユシ力作; 劉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01 中堅的力量: 從理論到實踐,成為老闆的得力愛將井東昌樹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18 就愛西裝男: 西裝繪製基礎知識x各部細節x動作姿勢完全指南HOBBY JAPAN編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51525 楓糖糕點大全 小田忠信, 佐藤みずほ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32 Facebook社群經營致富術 坂本翔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49 阿德勒教你前進人生的智慧: 別讓自卑阻礙了向前的步伐向後千春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56 輕鬆打造可愛的兒童家具: 遊戲x收納x裝飾豐富孩子的專屬空間Come home!編集部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63 公路車全解析: 保養、維修、改裝大公開 STUDIO TAC CREATIVE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70 一鍋到底!小資族美味電鍋料理100道 黃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87 默示錄愛麗絲 鏡貴也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594 東京咖啡選: 走訪都內15區特色咖啡館 Chez Ku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1907 我的孫悟空(典藏版) 手塚治虫作;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2133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752140 京阪奈地鐵遊. 2017 media porta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157 雪人YUKITO 大沢在昌原作; 門田昌子漫畫;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2164 代官山詛咒屋st. 浜田翔子漫畫;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52171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2188 戀人更新契約 鈴原ひろの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195 Cold heart in New York 木原音瀬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201 午夜12點的大野狼講師 藤河るり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218 猜猜我們誰是攻!!!: 求婚的覺悟 柊のぞむ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225 獸蜜 水渡ひとみ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東販



9789864752232 家電偵探的冷笑 藤見泰高原作; 岩澤紫麗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2447 家電偵探的冷笑 藤見泰高原作; 岩澤紫麗漫畫;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2249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52256 武裝機甲Linebarrel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752263 漫畫家構圖設計: 男子脫衣姿勢集 Scarlet Beriko監修;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270 漫畫家構圖設計: BL愛愛姿勢集. 3 新書館Dear+編輯部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287 抒心禪繞畫: 104款必學圖樣+完整繪製教學 佐藤心美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294 搭訕學堂: 踏出交往的第一步 草加大介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00 圖解多肉植物栽種技巧 古谷卓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17 小雞先生與刺蝟小姐的LOVE LOVE日常 MOJA COOKIE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24 客訴這樣回,奧客變常客: 各行各業都要學的零糾紛神回應古谷治子, 工藤ARISA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31 一嚐世界三大料理的魔力: 土耳其道地家常菜 荻野恭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48 擁抱不完美,做回真自我: 阿德勒教你如何情緒解套岩井俊憲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55 為什麼頂級名牌不降價也能熱賣? 小山田裕哉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62 不使用蛋和奶油!蓬鬆軟天然酵母麵包 大久保真紀子, 三浦有紀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79 甜點創意教本 吉田菊次郎, 中西昭生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86 加法思考術: 就算現在不行,最後一定會獲勝 林成之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393 學校不教、醫生也不會告訴你的藥物禁斷用法!藥理凶室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409 日本環法選手傳授!從基礎到賽事全方位公路車訓練書別府匠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416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 サガミワ力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2423 就愛棉花糖男孩 梄崎寧々子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2430 殭屍甜心摩納可 さと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2515 裱花蛋糕裝飾技法入門: 基本蛋糕體x擠花裝飾x組合技巧桔梗有香子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522 松尾裕美Matsuo Hiromi: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松尾裕美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539 用三個問題訓練你的創意思維: 踩在發明大師的肩上三原康司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546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752553 選物.東京伴手禮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560 東大醫師教你如何提高專注力 森田敏宏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577 實用漫畫必備!從觸手種類到著衣play完全收錄,觸手畫法指南一迅社編;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584 故事行銷力: 創造品牌差異化、讓顧客永久買單的祕訣岩井琢磨, 牧口松二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607 Dear,my god 朝田ねむい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614 貧窮小羊的還債計畫 みやもと水風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621 EITΨ特殊調查部 宮本明來漫畫;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638 代官山詛咒屋st. 浜田翔子漫畫;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52645 雪人YUKITO 大沢在昌原作; 門田昌子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2713 心理學超圖解: 從行為、表情、談吐秒讀對方心思!澀谷昌三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37 可麗餅店員的murmur筆記: 怪人處處有,店裡特別多Tadamahiro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44 AMAZON行銷經理的獨門銷售祕訣: 用4個問題,9成客人都會選擇你的商品理央周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51 監獄學園地下學生會極密檔案 Happy Life研究會著;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68 暫停!5秒轉換觀,9成壞事變好事 鈴木雅幸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75 真是夠了!: 職場、生活太無力,每天來點正能量!斎藤茂太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782 法國甜點聖地的珍藏食譜: 經典家傳配方、節慶宴會專用、水果點心與果醬,48種道地美味在家輕鬆做!田中博子著;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928 學園孤島 海法紀光原作; 千葉サドル作畫;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2935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52942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52959 八田百田 はらだ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966 in August 畠たかし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973 誠老師不溫柔 春卷トキコ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980 武裝機甲Linebarrel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752997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753000 黑毛豬與戀之奴隸 Shoowa原著;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3017 女王與裁縫師 スカ一レット.べリ子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24 三色混雜融為黑 恋煩シビト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31 免燒製!陶瓷質感黏土飾品445款 Kumada Mari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48 日本料理前菜與組肴 野﨑洋光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55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53062 緊急事故自救百科: 強盜搶劫、恐怖攻擊、人質挾持......教你如何安全脫困田村忠嗣, 長田賢治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79 超好懂商業入門簡報技巧 山田進一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86 TOYOTA式現場管理 田中正知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093 經典混搭雙倍滿足!新食感一口甜點 Yukari Nomura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09 聰明計劃走遍群山百岳!登山入門手冊 西野淑子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16 吃身體需要的!能量沙拉 平岡淳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23 我可以被擁抱嗎?因為太過寂寞而叫了蕾絲邊應召永田カビ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30 韌性: 跨越逆境、抓住機會的力量 深谷純子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47 日本農家祕傳: 70種蔬菜採收、保存、料理提案西東社編輯部編;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54 唯妙唯肖!用一張色紙摺出擬真爬蟲類、兩棲類動物フチモトムネジ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61 孩子慢慢來,我們一起長大: 發展遲緩寶寶的成長&療育之路Monzusu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78 全方位游泳技術訓練教本: 突破撞牆期,泳速立即提升!原英晃監修;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85 ReAct輪迴重演 黒うさP/WhiteFlame作; 貓ノ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192 武裝機甲Linebarrel 清水栄一, 下口智裕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753208 褲妹我愛妳 中田ゆみ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3215 漸青之雲: 外國男友教我的事 宇人田ゆみ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3222 這樣算是祕密嗎?: 對於幸村修二的日常觀察 櫻賀明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239 準惡魔的戀情: 實習惡魔與三個願望 冬乃郁也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246 心靈警探 新田祐克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3253 超好懂商業入門品質管理 山田正美, 諸橋勝榮, 吉崎茂夫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260 被你掠奪的身與心 鷹丘志成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277 危險情人 鹿乃しうこ作; 流川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284 明智骨董奇譚. 夢老爹 やまあき道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3291 奇妙旅店 道滿晴明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3307 消極之愛 はらだ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14 積極之戀 はらだ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21 嗆辣數獨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53338 精神科名醫剖析!23種職場「麻煩人物」快攻法西多昌規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45 超領導心理學: 從心開始,當一個99％部屬都愛戴的領導者守屋智敬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52 調身、調息、調心: 禪修身體療法的21堂課 藤井隆英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69 日本料理名家野崎洋光的美味祕密 野崎洋光作;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76 給柴犬MARU的悄悄話: 只想告訴你! 小野慎二郎作;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83 鬆獅蜥超圖鑑: 從特徵到遺傳知識一本囊括 海老沼剛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390 養鞋書: 日本擦鞋達人教你如何養出一雙伴你長長久久的皮鞋長谷川裕也著; 謝其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06 綻放法式美味風情: 太陽派&玫瑰塔 柳瀬久美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13 嚴選路線即刻出發!: 3天2夜首爾攻略 土田理奈, 後藤涼子編輯.採訪.撰文; 謝其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20 單柄鑄鐵鍋の美味餐桌: LODGE深鍋+平底鍋完美搭配A&F監修;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37 愛上工作: 讓你找回奮鬥熱情與生存價值的職場心理學加藤諦三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44 文鳥飼養日記: 照顧x教養x遊戲,一起度過親親時光!伊藤美代子監修;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51 青鬼. 怨靈篇 黑田研二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68 囚人與紙飛行機: 青年詭論 猫口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53734 囚人與紙飛行機: 青年詭論 猫口眠@囚人P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53475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753482 超好懂商業入門生產管理 田中一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499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53505 褲妹我愛妳 中田ゆみ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53512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753529 笑容背後的真意 こうじま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536 愛戀神樂坂 かさいちあき漫畫;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550 和你共度漫漫長夜 中込カスガ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567 我最愛的麻雀情人 九重シャム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574 愛一點也不輕鬆 桐祐キヨイ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581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753598 雪人YUKITO 大沢在昌原作; 門田昌子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3604 怪醫黑傑克的誕生: 手塚治虫的創作秘辛 宮崎克原作; 吉本浩二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3611 東京超導覽. 2017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28 史學專家的世界史筆記: 畫對重點就能輕鬆了解世界史關真興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35 細菌污染 mathru@KANIMISO P原作; 町井登志夫執筆; 猫ノ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42 爆紅直播主的經營密碼: 掌握吸睛關鍵,人氣收入無上限!李英浩著;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59 微奢華迷你法式鹹塔50款: 1種模型x4個步驟x百變配料森崎繭香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66 香濃滑順の卡士達甜點67款: 用萬用餡料玩烘焙!森崎繭香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73 身心舒活花草茶事典 主婦之友社編;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680 KUMAMON與藍蜜蜂的大海歷險 葉山祥鼎著; Teiji Hayama繪;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3697 減法哲學: 拋開阻礙成功的41種想法 伊庭正康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03 極簡時尚穿搭術: 骨架分析&修飾x必備款與潮流款抉擇x配色配件講座,成熟魅力任你打造!鈴木尚子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10 在家也能做的正統和菓子教科書 梶山浩司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27 30秒成功法則: 資深廣告人教你如何快速吸引目光、準確傳達訊息、瞬間達成目標石田健一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8653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focus on lower-level-processes薛玉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660 運用情境感知行動學習系統設計大學英語課程: 以校園英文為主題楊茹茵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677 英文一點通: 字彙及閱讀篇 楊慧珍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07 Contemplation notes on interpreting the "Ground of actualization of cultivation",Yogacarabhumi sastra陳怡如作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14 創意與創新: 方法對了人人都可以是設計師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21 2016中國.天津兩岸創新創業研討會 李洙德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38 Practical usage of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 譚美珍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45 土壤及地下水整治技術 葉琮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691 英語測驗與評量: 學習教材與活動設計 楊茹茵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69 租稅法規應用與實務 張敏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776 儀器分析 劉惠銘, 吳玉琛, 陳順基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83 自然發音輕鬆學 黃永裕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90 英文文法懶人包 黃羽璿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20 從解題中學習微積分 李英豪, 曾勵新編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838844 職場英語趴趴GO!. 2 謝竺樺, 吳佳蓓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51 多益新題型單字/閱讀. 2016 江育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618 星星咬一口 吳櫻, 黃玉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347 臺灣指南 臺灣英文新聞廣告部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3727 陳宜九家族家譜 陳復彬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灣若水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164

送存冊數共計：169

臺灣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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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79877 客家文學詩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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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21262 小誦經註 覓寂尊者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1279 法句經 敬法比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6845 止觀法要: <>講義 瑪欣德尊者(Bhante Mahinda)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610 釋門歸敬儀通真記 (唐)沙門釋道宣撰; (宋)沙門釋了然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10 釋門歸敬儀通真記 (唐)沙門釋道宣撰; (宋)沙門釋了然述 初版 精裝 1

9789868695641 在家律學概說 五戒表解暨講要合刊 懺公上人表解; 果清律師主講 初版 精裝 2

9789868695672 影塵回憶錄 倓虛大師自述; 大光記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063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 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編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507 慢性阻塞性肺病共病照護衛教手冊 劉世豐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59514 成人氣喘完全控制手冊 許超群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259521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緩和療護 許正園等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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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11918 好魚慢食: 吃對海鮮愛海洋繪本 林愛龍作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8736 基督教輔導協談介入之多元取向探討: 臺灣神學院基督教靈性關顧與協談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楊文蕙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530 Signals and Systems Alan V. Oppenheim, Alan S. Willsky, S. Hamid Nawab作2nd ed. 平裝 1

9789862803554 生物化學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正隆, 詹聖慶, 郭文隆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684 New gogo loves English Ken Methold等[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803738 應用力學: 動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溫烱亮, 王派祥編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2803776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初級寫作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0

臺灣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家庭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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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0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埔里獅子山正覺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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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6143 小雞查理上學去 尼克.丹奇菲爾德文; 安特.帕克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518 Pop-up叢林世界 費歐娜.瓦特文; 亞歷珊卓.沙加羅普樓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549 睡出好生活: 60種好眠法 鍛治惠文; 卓惠娟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556 淘氣的小狗 喬.菈居作;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6563 頑皮的小貓 喬.菈居作; 麥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232 變成蝴蝶了! Mickey Pin圖; 黃衷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55 寶貝的第一個Q&A: 認識便便大發現 凱蒂.黛思絲(Katie Daynes)文; 克莉絲汀.皮姆(Christine Pym)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55 寶貝的第一個Q&A: 認識便便大發現 凱蒂.黛思絲(Katie Daynes)文; 克莉絲汀.皮姆(Christine Pym)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379 Look Inside萬能的電腦 亞歷克斯.佛里斯(Alex Frith),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文; 科林.金(Colin King)圖; 劉維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423 動手玩創意: 3D叢林派對立體卡片遊戲書 愛米莉.拉佩瑞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447 小寶貝的音樂會: 認識管弦樂團 山姆.塔普林(Sam Taplin)文; 西恩.朗克羅夫特(Sean Longcroft)圖; 朱恩伶翻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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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037508 3歲開始就能玩的摺紙遊戲 築地製作所編著;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037515 只要摺5次就能玩的摺紙玩具 築地製作所編著;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155 伊斯蘭文明: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著; 李建弘等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261 伊斯蘭文明: 中期伊斯蘭的擴張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著; 高慧玲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46 伊斯蘭文明: 火藥帝國與現代伊斯蘭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著; 陳立樵譯臺灣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551 佛家靜坐方法論 高登海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582 論語語法通論 何永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605 一起去健行: 走到白朗峰面前,法國阿爾卑斯山GR5步道劉麗玲文字; 車菲力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629 如何閱讀一本書 莫提默.艾德勒, 查裡.范多倫著; 郝明義, 朱衣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0636 波赫士的魔幻圖書館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著; 王永年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643 閱讀地圖: 人類為書癡狂的歷史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著; 吳昌杰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0650 自己的國文課: 略讀與精讀的祕訣 朱自清, 葉聖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11 印度哲學宗教史新譯本 高楠順次郎, 木村泰賢著; 釋依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35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 過去與現在 尾形勇等著; 廖宜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42 成吉思汗傳 朱耀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0759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晚清與中華民國 菊池秀明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66 寮國史 陳鴻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73 海與帝國: 明清時代 上田信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80 小鎮食堂 山口惠以子著; 張智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97 杏林深耕四十年 陳文龍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0530834 詩經今註今譯 馬持盈註譯; 王雲五主編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0841 博物館裡的文字學家 許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14209 蒙田隨筆全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潘麗珍,王論躍,丁步洲譯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0514353 蒙田隨筆全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馬振騁等譯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0514452 蒙田隨筆全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陸秉慧,劉方譯 初版 平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545 眺望太平洋的書房: 路加福音講道集 劉炳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港教會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麥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5482 認識北婆羅洲(North Borneo): 砂拉越(Sarawak)、沙巴(Sabah)各民族文化論述陳榮福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400 盲者的視域: 解構之於神學 曾慶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5671 接納.給予: 門諾醫院志工隊服務無微不至 門諾醫院志工隊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709 複合纖維紗線、織物: 浸染實務與工廠精實管理蔡勝利編著 平裝 1

9789869392716 專家系統: 複合纖維紗線、織物精實化染程總覽蔡勝利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628 轉型正義與族群課題的他山之石 施正鋒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6229 鑽禧紀盛: 臺灣麻醉醫學會60週年特刊 張怡, 郭書麟, 汪郁榮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915 2016臺灣揚琴創作曲集 王韻雅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155 Young art Taipei. 2017 蘇鈴卿, 吳玟憶, 謝佩穎責任編輯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442 軟性計算於資料探勘之應用 溫坤禮, 游美利[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073 視覺光學實務與屈光原理: 眼屈光學與眼鏡光學篇Andrew Keirl, Caroline Christie作; 路建華編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75815 胎檢手冊: 周產期安全架構 王淑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揚琴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當代藝術連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麻醉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門諾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綿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道教總廟玄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9789869267632 玉籙濟幽判斛科儀本 台灣道教總廟玄義宮教學組編輯 平裝 2

9789869267649 金籙齋儀經典科儀範本 台灣道教總廟玄義宮教學組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5163 東方印象: 國際數位設計與品牌設計展作品集. 2016徐道義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8425170 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10th徐道義, 張裕幸, 楊靖宇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2744 職場潛規則!上班族就該懂的事: 30歲前一次就到位劉姿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246 最新!健康食用油全圖解 山田悟, 南雲吉則, 白澤卓二作; 趙誼譯 平裝 1

9789861303260 專為青春期孩子設計的菜市場營養學 饒月娟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1303277 90%的人都要重來的一日管理 二志成, 黃熙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284 食療的力量: 日本權威營養專家教你一樣的食材不一樣的搭配,吃出意想不到的防病力!松村真由子作; 徐瑞羚譯 平裝 1

9789861303291 股市咖啡館用N形戰法把期貨變簡單: 安帥起死回生賺大賠小的交易法則大公開黃柏鈞, 蘇育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314 專為女性設計的徒手練肌力: 青花魚教練教你4週甩油核心訓練全圖解崔誠祚作 其他 1

9789861303321 平價又有設計感 好收易拿の收納整理術: 只要用無印良品、IKEA、宜得利、39元商店的超好用小物,打造怦然心動的理想生活學研編輯部著; 吳晶譯 平裝 1

9789861303338 不思考廚房 高木惠美著; 劉芳英譯 平裝 1

9789861303345 日韓正流行,簡單綁就很歐夏蕾的超美編髮術 田中亞希子作; 何冠樺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352 懷孕生產最重要的大小事百科: 婦產科醫師寫給新手父母,從孕前到產後的疑難雜症全解析!柳知沅著 平裝 1

9789861303369 世界第一的專業清潔婦教你一條毛巾掃除術 新津春子著 平裝 1

9789861303376 醫生畫給你看超圖解醫學常識 森皆ねじ子作; 張育銘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383 男生女生冏很大: 小孩變大人的成長祕密 李映蘭文; 姜孝淑圖; 陳卉怡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390 一口氣讀懂哲學家們 小川仁志作; 趙誼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406 史上最好找!立體穿透圖: 穴道按壓使用手冊 福辻銳記作; 張育銘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413 做甜點不失敗的10堂關鍵必修課: 世界甜點冠軍烘焙工法全書開平青年發展基金會作 平裝 1

9789861303420 黃金公主的原物料投資筆記 蕭若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437 誰都學的會的算股公式: 成長與價值的綜效之路,新手也可以創造15%投報率葉怡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444 史上最強!聰明收納全圖解: 4000萬以上的人受惠,一天只要1小時,斷捨離完全實踐版!趙允慶著 平裝 1

9789861303468 5分鐘空檔減重!輕肌力運動 李妍作; 蔡忠仁, 陳靖婷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475 從零開始學做菜!料理の基礎全圖解: 煎炸攪滑、蒸炒拌燉樣樣行,讓你精進廚藝的秘訣檢見崎聰美著 平裝 1

9789861303482 有形有色!義大利媽媽的手感義大利麵: 從麵團開始做,在家就能品嚐45種五星級美味PASTA金子琴美著; 黃瓊仙, 何冠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499 你在怕甚麼?: 想一千次不如勇敢一次 陳世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505 窺心事: 99個看穿人心的情境線索 鄭武烈, 安多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529 相對論,愛因斯坦教會我們什麼?: 圖解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理論相對論新堂進著; 陳威丞譯 平裝 1

9789861303550 我要再長高7cm!: 日本脊椎治療權威獨創(拉背直脊操)有效挺直脊椎、矯正姿勢、強化肌力,就算大人也可以再長高!清水真作; 張育銘翻譯 平裝 1

9789861303574 500張病症實境照!植物病蟲害防治全圖鑑 高橋孝文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8834 田野.家Ming's Art Field: 家銘的藝術田野創作 張家銘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518841 藍圖上的舞者.張真英2017 張真英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7678 Modeling technology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for virtual testEdited by Lianlei Lin, Jingli Yang, Chang'an Wei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臺灣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數位媒體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優奎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201 韌性的力量: 提高CP值: 領導管理人必修學分 張婷, 李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201 韌性的力量: 提高CP值: 領導管理人必修學分 張婷, 李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981 大義人生 丹畢尼瑪尊者造;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998 念佛警策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304 正法念處經講記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益西彭措堪布講解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52311 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引導文: 普賢上師言教講記. 二, 暇滿難得嘉維尼固尊者講授; 華智仁波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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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9599 大預言 鮑黎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19 尼采的勇氣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26 莎士比亞一生受用的名言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33 愛因斯坦到底在想什麼?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57 你讀的不是厚黑,是人性 馬駿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451 貓飯: 貓咪飲食聖經 陳稚文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112468 烘焙者的抉擇: 世界頂尖烘豆師對談 王詩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362 慢遊.旅人的瑞士: 瑞旅教父20年的私路線筆記書楊振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379 手作成癮: 12 Months小日子的手感烘焙 手繹生活創作空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386 不只是烘焙!歐式麵包手作全書 楊世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4393 喬夏.藥草小旅行: 南法普羅旺斯X保加利亞 喬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798 一筆一畫彩繪你的日常生活 飛樂鳥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65734 我的獨享罐料理-72道簡單上手燜燒罐料理: 解決不同人群需求的症狀養生調理餐,一罐搞定!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741 每天早上來一杯!142道高纖高酶蔬果汁: 淨化、燃脂,瘦身無負擔!李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758 身體天然解毒劑!139罐純釀蔬果酵素,釀出天然好體態: 排解身體病症、喚醒健康基因,慢性病、肥胖、便秘......通通OUT!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765 超卡哇依立體造型麵包 彭士哲, 黃富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5411 簡單、容易、不需要土壤的室內水耕菜園 深町貴子作; 黃經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5411 簡單、容易、不需要土壤的室內水耕菜園 深町貴子作; 黃經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073 掌握重點の居家親子收納整理術: 日本超人氣居家收納達人,告訴你巧妙的收納重點,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脫離對物品的執著!宇高有香著;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348 拜對了,好運跟著來!: 給你正確的拜拜觀念,有拜有保庇!樂友文化健康生活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質人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潮21Book

臺灣護理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樂幼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398 周易集註 (明)來知德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6490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休閒健康與樂齡產業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吳柏叡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418 人生可以不必帶傷而行: 喜悅原本存在,只需看見洪華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425 解憂專用: 不假裝的日常練習 小池龍之介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432 香りの扉、草の椅子: 森林裡的香草鋪子 萩尾エリ子著; 鄭育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449 療癒.香氛.自然: 香草風,慢.生活 フローレンスめぐみ監修; 姜柏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234 公務人員隨身手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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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5508 皮克斯三十周年特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455 牆壁上的藝術之謎: 傳世壁畫背後所隱藏的故事李予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62 每日一句正能量 陳辭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79 春: 重生 陳辭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86 夏: 勇氣 陳辭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8493 秋: 收穫 陳辭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005 冬: 沉澱 陳辭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012 大成就者的加持: 竹旺貢覺諾布傳 智者惹色貢覺嘉措等撰; 劉晢安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029 故事工坊: 創意寫作指導書 許道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778 最後的戰役 史蒂芬.霍丁(Stephen Harding)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785 孫子勝道新解 林金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792 大漠男兒: 武士嵩回憶錄 武士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608815 如果這不是愛,甚麼才是 鄭憶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2916 廣島.岡山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23 名古屋.日本中部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4

養正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江科管學院休憩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寬宏藝術經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果文化



9789862892930 金沢.北陸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47 四國.瀬戸内海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54 東京近郊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78 花蓮Power Travel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85 日本東北自遊人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992 越南 李欣怡,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05 大首爾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柯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12 香港地鐵地圖快易通2017-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墨刻攝影組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29 臺北大稻埕,遇見舊城新風景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36 關西近郊一泊二日 呂宛霖,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43 全台親子FUN電小旅行: 小孩開心,爸媽不累輕鬆遊!陳淑萍, 紀廷儒,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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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2893067 維新變身術: 逆風飛翔中的傳產故事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2893074 印度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81 世界遺產全書. 2017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98 原來台灣好物這麼讚 張麗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04 喵--我真的很有事!熱血貓職人的上班日誌 趙意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11 新加坡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28 深藏不露的台灣百年美味鋪 張麗玲,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35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42 高雄Power Travel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59 東京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7-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66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73 首爾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7-2018 柯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180 舊金山 王思佳,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197 洛杉磯 陳瑋玲, 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03 Milly的日本旅宿私藏推薦: 從1,500到100,000日圓,從個性Hostel到奢華名宿Milly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10 香港澳門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黃浩雲, 伍玉恬,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210 香港澳門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黃浩雲, 伍玉恬,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227 巴黎與近郊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34 醇釀的滋味: 臺灣菜的百年變遷與風貌 楊昭景等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2893272 九州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89 日本鐵道旅行. 西卷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96 日本鐵道旅行. 東卷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02 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19 羅馬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33 東京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1658 翻修老屋變民宿: 20間民宿增值圓夢全紀錄 張嘉玲,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9391665 你也可以成為成功的室內設計師 宮恩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72 有拜有桃花 董珮君, 樂知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89 布料x色彩搭配完全事典 丁薇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96 衛浴+廚房超級裝修大全 B+A編輯部著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9437905 好設計,咖啡店成功一半 樂知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905 好設計,咖啡店成功一半 樂知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912 頸椎回正神奇自癒操 黃雅玲作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9437943 好設計,咖啡店成功一半 樂知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76

樂知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歐亞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227 工程力學: 靜力學(精華版) J. L. Meriam, L. G. Kraige, J. N. Bolton原著; 林昭文, 陳正和, 謝慶雄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9328241 材料科學與工程 William D. Callister, Jr., David G. Rethwisch原著; 張柳春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8258 生物化學 陳明毅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28265 電路學(精華版) Richard C. Dorf, James A. Svoboda原著; 黃世杰譯修訂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176 華麗的鐵甲武士: 淡水螯蝦 王忠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009 蘇東坡的朋友圈 韓建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549 公路車騎乘技術再升級: 照著做就能騎得更快的自行車教科書!樂活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063 設計師的生活花藝香氛課: 手作的不只是花x皂x燭,還是浪漫時尚與幸福!格子, 張加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087 最適合小空間的盆植玫瑰栽培書 木村卓功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094 森林夢幻系手作花配飾: 56款自然田園風&清新可愛風&華麗優雅風的花冠x花配件正久りか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03 初學者的多肉植物＆仙人掌日常好時光 NHK編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10 從初階到進階.花束製作的選花＆組合＆包裝 Florist編輯部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27 Deco Room with Plants here and there: 美式個性風x綠植栽空間設計: 人氣園藝師的生活綠藝城市紀行川本諭著; 小松原英介攝影;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34 Fan Fanの新手花藝課: 手作美好花時間: 手作人の桌花x花束x多肉組合Fan Fa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9241 零基礎ok!小花束的free style設計課 one coin flower俱樂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874 重構二二八: 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陳翠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898 非洲: 六十年的獨立史 馬丁.梅雷蒂斯(Martin Meredith)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953 主題式英文閱讀熟記2000單字評量卷 賴素如, 毛振平, Ian Crews策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8316 北窗澄星. 2016: 澄星畫會三十週年聯展專輯 傅彥熹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011 10件事,包你懂網路: 網路科技啟動。樂齡世界接軌科技慢慢學TechMeSlowly.com著; 黃麗宮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泮素質教育未來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澄星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適時夢想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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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813 戰爭史: 從遠古的石頭今天的核武 約翰.基根(John Keegan)著; 林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20 伊藤博文: 創造近代日本之人 伊藤之雄著; 李啟彰, 鍾瑞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37 中斷的天命: 伊斯蘭觀點的世界歷史 塔米.安薩里(Tamim Ansary)作; 苑默文, 劉宜青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44 從海洋看歷史 小島毅監修; 羽田正編集; 張雅婷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1253 勗銘启斆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精裝 1

9789866621253 勗銘启斆 鳳邑普化社毅善堂著 精裝 1

9789866621710 陳老師網際網路15億人如何學臺灣俗語、謔詰話押韻辭典陳老師作 平裝 第1集 1

9789866621727 三寶心法妙義 陳漢揚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1758 龐公寶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35827 如何找份好工作 胡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34 從菜鳥變老鳥: 畢業五年決定你一生的成敗 胡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41 如何做好工作上好班 胡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58 法家智慧的人生99個感悟 秦漢唐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65 品味佛家智慧 蘇樹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135872 亞聖孟子傳 孟祥才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609 貧道.平道 道乾子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440 14天!北歐風自力裝潢日記,木工、泥作、門窗都搞定尹素妍著; 游歆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57 VR來了!: 第一本虛擬實境專書,VR發展史、當紅產品介紹、未來應用解析才華有限實驗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64 誠實的手藝 美帆著; 武岳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71 廚房的究極 許宏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88 露營,野餐創意親子遊戲106 朴謹希作; 張亞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51495 親子愛露營,營地.生態.野炊,第一露就搞定 睡天使醒惡魔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305 童畫遊樂園: 洪知之作品集 洪知之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廣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樂學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德銓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204 休閒餐旅觀光教育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 2017張佩婷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392 早安今天建: 德霖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畢業設計專刊. 第2屆德霖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第二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105 數學法老王 神機妙算 王璽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23987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技能檢定演練 吳昆崙, 孫靖玲, 余燕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208 烘培與米麵食(基礎篇) 孫靖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466 愛上佛子行: 佛子行37頌釋論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釋論; 蕭人瑄等英譯; 哲也審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318 哲學散步 木田元著; 黃千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704 樂之森林. 1, 初學現代鋼琴家自由創作 丹尼斯.余爾門(Dennis Thurmond)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711 現代音樂分析方法教程 姚恒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766 五重奏. II 柯芳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773 2000年之夢 楊芳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780 哭泣的美人魚 柯芳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4640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紀錄片、藝術導覽、廟宇導覽面面觀蘇何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4585 快手模型小達人: 建築工地 凱薩琳.莎利(Katherine Sully)文; 查理斯.巴列斯特羅斯(Carles Ballesteros)繪;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4592 明日教育: 芬蘭x英美x日本x臺灣 大膽想像 學習的未來親子天下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6809 快手模型小達人: 消防隊 克里斯.奧克斯萊德(Chris Oxlade)文; 查理斯.巴列斯特羅斯(Carles Ballesteros)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1863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超快列車 原裕文.圖; 周姚萍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1894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的妖怪遠足 原裕文.圖; 周姚萍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霖技術學院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學法老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德霖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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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德謙讓卓文化



9789869421522 雲上的阿里 城井文作繪; 陳瀅如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21546 怪傑佐羅力之大、大、大、大冒險! 原裕文.圖; 周姚萍翻譯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421584 怪傑佐羅力之大、大、大、大冒險! 原裕文.圖; 周姚萍翻譯 第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421591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 發展正向性格,培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恆久能力保羅.塔夫作; 張怡沁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43302 用手走路的發明王: 身障發明家劉大潭 劉大潭故事; 李翠卿書寫; 陳佳蕙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3319 用心點亮世界: 影響人類百年文明的視障者 張文亮文; 顏寧儀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3333 丁小飛校園日記. 1, 時光膠囊的祕密 郭瀞婷文.原畫;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3340 丁小飛校園日記. 2, 誰是最佳小隊長? 郭瀞婷文.原畫;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3357 丁小飛校園日記. 4, 聰明眼鏡 郭瀞婷文.原畫; 水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3364 丁小飛校園日記. 3, 副班長爭奪戰 郭瀞婷文.原畫;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3395 我的掌心 瀧村有子文; 藤田陽生子圖; 陳瀅如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3103 不可思議先生故事集 林世仁文; 川貝母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110 動得夠,孩子更好教!: 幼兒作息權威的24個秘訣,提升孩子各種潛能前橋 明文; 施逸筠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127 柚子醫師雞婆診療室: 兩代育兒X親子教養,44則診間記事陳木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141 仙靈傳奇. 2, 詞靈 陳郁如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158 乖乖溜滑梯 陳致元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3165 乖乖坐馬桶 陳致元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3172 乖乖愛幫忙 陳致元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3189 我的小狗咕嚕嚕 李閔惠文; 金敏俊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189 我的小狗咕嚕嚕 李閔惠文; 金敏俊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196 光光老師專注力問診室: 滿足生理發展,破解教養關卡,向分心說再見!廖笙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05 設計思考: 從教育開始的破框思維 <>編輯部, 台大創新設計學院, 台灣Design For Change團隊作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018 蔬果雕中級大全: 1500張步驟圖清楚示範,你也能成為果雕大師楊順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739 靈性覺醒: 透視生命真相的智慧之書 劉坤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5771 莫內的盛宴: 印象派之父花園裡的烹飪筆記 克萊兒.喬伊斯(Claire Joyes), 喬埃.侯布雄(Joel Robuchon), 尚-貝納.諾丹(Jean-Bemard Naudin)著; 陳文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629 改變音樂的50種樂器 菲利浦.威爾金森(Philip Wilkinson)著; 殷德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704 德國主婦的高效幸福整理術: 簡約生活實踐家門倉多仁亞教你從整頓日常開始,整理出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門倉多仁亞作;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711 法式料理名廚配菜技法大全: 100+創意蔬菜料理與肉類海鮮食譜,以法式正統烹調手藝展現食材特性,國寶級名廚親授主菜與配菜的獨到搭配心法與擺盤設計音羽和紀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728 樹 琵雅.法蘭提尼斯(Pia Valentinis), 毛洛.艾凡哲利斯塔(Mauro Evangelista)著; 黃芳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735 素食坐月子: 80道滋補養身調理月子餐 王培仁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90742 看圖學西餐 法式料理技巧自學全書 瑪麗安.瑪尼耶-莫雷諾(Marianne Magnier Moreno)著; 韓書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759 自然酒: 從有機農法、自然動力法到最純粹天然的葡萄酒世界伊莎貝爾.雷爵宏(Isabelle Legeron)著; 王琪, 艾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773 山 艾貝托.康佛提(Alberto Conforti)等作; 黃芳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780 海 琪雅拉.卡米納提(Chiara Carminati), 露琪雅.斯庫德利(Lucia Scuderi)作; 黃芳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797 脈輪廚房的能量料理: 順應時令治癒靈魂的身心靈平衡脈輪食療莎拉.魏金森(Sally Wilkinson)編; 郭瑋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803 李時珍說藥: 認識、活用<>119味實用日常養生藥材王緒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810 歐陸傳奇食材: 巴薩米克醋、貝隆生蠔、布烈斯雞、鹽之花、伊比利生火腿、帕馬森乾酪、藍黴乳酪、黑白松露林裕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0834 設計摺學全書: 建立幾何觀念, 強化空間感激發設計師、工藝創作者想像力和實作力的必備折疊觀念與技巧保羅.傑克森(Paul Jackson)著; 李弘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841 湯與麵包 冷水希三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858 飾品搭配學: 55款經典法則展現獨到穿戴品味 吉妮.李(Jinnie Lee)文; 茱迪斯.凡登霍克(Judith van den Hoek)圖;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865 你的形象決定你的價值: 韓國明星展現自我魅力的每天10分鐘訓練金載燁著; 金美玲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7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衡山國際心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9613 孫元衡詩集 孫元衡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429620 澄碧齋集 錢琦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429637 朱仕玠全集 朱仕玠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429644 謝金鑾文集 謝金鑾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429651 鄭兼才文集 鄭兼才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429668 卓峰草堂集 符兆綸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429675 冠悔堂集 楊浚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5176 古萃今承: 近現代名家精選. 解說篇 李松等專文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107 藏用 黃正德執行製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689 聯合國與裁軍 美根慶樹著; 李啟彰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07 可恥但有救: 讓魯蛇閃閃發光的轉型大補帖 許介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14 府城.戲影.寫真: 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 厲復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21 微物誌: 現代日本的15則物語 蔡曉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016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1, 世界節慶文化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20023 學生週刊智庫系列. 1, 臺灣民俗慶典 學生週刊作文編輯群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910 Arduino從入門到雲端 徐豐智, 周子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5056 Super bear. 2 Peter S.H.Lai[作] 平裝 1

9789865605063 Super bear. 3 Peter S.H.Lai[作] 平裝 1

9789865605100 英檢Easy go 賴世雄, Bernice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5148 QQ bear. B1, shapes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55 QQ bear. B2, fruit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62 QQ bear. B3, my face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79 QQ bear. B4, my body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86 QQ bear. B5, actions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193 QQ bear. D1, my house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羲之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樸用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龍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尼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世雄智網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生週刊



9789865605209 QQ bear. D2, my bedroom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16 QQ bear. F1, At the aquarium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23 QQ bear. F2, my town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30 QQ bear. D3, clothing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47 QQ bear. D4, At the playground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54 QQ bear. D5, days of the week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61 QQ bear. F3, supermarket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78 QQ bear. F4, sports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9789865605285 QQ bear. F5, transportation Peter Lai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103 Super skills book. 8 David Rixon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338110 SPEC. 8, Workbook Chris Wait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338127 SPEC. 8, Student's book Chris Waite[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596 趨勢交易正典: 成為多空百萬贏家 麥可.卡威爾(Michael W. Covel)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01 臺指選擇權攻略手冊: 入門策略全解讀 林冠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18 投資檢查表: 基金經理人的選股秘訣 麥可.席恩(Michael Shearn)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25 魔球投資學: 莊家與賭徒都在找尋的投資潛規則麥可.莫布新(Michael J. Mauboussin )著; 陳民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32 操盤快思X投資慢想: 當查理.蒙格遇見達爾文 羅伯特.海格斯壯(Robert G. Hagstrom)作; 陳民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1643 國中小銜接課程: 英文 Sophie Chen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1650 國中一年級. 1, 數學 林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1667 國中一年級. 2, 數學 齊峻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1674 國中小銜接課程: 數學 齊峻, 林龍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5861681 國中一年級.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殷琴, 徐緯, 亦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698 國中一年級. 2, 自然與生活科技 徐緯, 亦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704 國中一年級. 1, 社會 謝承勳, 林辰, 彭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711 國中一年級. 2, 社會 薛孝妘, 林辰, 晨曦, 彭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728 國中一年級英文 Nancy Lai, Ignace Feng作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735 國中一年級英文 Nancy Lai, Ignace Feng作 再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742 國中一年級國文 江超平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759 國中一年級國文 江超平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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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3303 念茲在茲集 蕭同茲文化基金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1886 兩分銅幣 江戶川亂步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909 宿命 東野圭吾作; 張智淵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51893 春夏推理事件簿: 千年茱麗葉 初野晴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學生閣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蕭同茲文化基金會



9789865651916 復仇女神的布局 真梨幸子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923 企鵝鐵道失物招領課 名取佐和子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930 機龍警察: 未亡旅團 月村了衛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947 獵捕史奈克 宮部美幸著; 劉子倩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51954 逝去的王國之城 宮部美幸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1961 帕諾拉瑪島綺譚 江戶川亂步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51992 孩子們 伊坂幸太郎著; 杜信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5402 潛水艇 伊坂幸太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551 難行要行: 主顧修女會在華傳教史. 1920-1990 吳彥君修女(Sister Ann Colette Wolf, S.P.)著; 王念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704 第34屆課程與教學論壇「偏鄉教育發展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吳俊憲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5733735 靜宜60: 校慶特刊 鄧嘉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42 開展心世界: 靜宜新教堂募款畫展 沈拉蒙(Ramon Santacana)撰稿; 林昱任, 蔡靜宜譯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80 智活特色大學的四個校園創新創業現場記實 李文明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59 客家.臺中學.全球在地化: 地方文史發展學術論集彭瑞金, 溫宗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28 香港嘢: 走在城市與郊野的疆界 楊傑銘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733773 立夏: 靜宜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七屆 陳明柔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797 相遇在那端森林: 伊誕的紋砌刻畫藝術 梁美慧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9611 寵物店創業150問: 一本解答所有你想知道的寵物創業大小事!張御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660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生活動手冊. 第十二冊, 六年級下學期王琇姿, 張芳榮, 曾玟綺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677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 第十二冊(乙版). 六年級下學期林秀宜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684 威力要回家 盧小比作; 派小西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靜宜大學宗教輔導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智活子計畫四SET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頤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9789863330691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課本. 第十二冊, 六年級下學期吳俊儒等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707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ABC Rocks! 張于玲, 黃亦孺, 賴玉倩編撰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30714 國民小學英語課本ABC Rocks! 張于玲, 黃亦孺, 賴玉倩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30721 草莓在哪裡 愛雪莉.安作; 崔麗君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738 我家多多 陳晶晶文; 灰塵魚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745 食物特派員 愛雪莉.安文; 吉娜兒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769 希朵說什麼: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陳慧女作; 郭育誌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634 銀髮族DIY創意膠凍粉食譜 段盛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455 流轉: 臺灣50現代水彩展 許貴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4462 臺灣50現代畫展: 黃金年代 築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235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抄寫字帖本) 其他 1

9789869321242 國學系列. 一, 千字文 十跪父母恩(抄寫字帖本) 其他 1

9789869321273 吳慕舉書法作品集 吳慕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273 吳慕舉書法作品集 吳慕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280 周華勛翰墨集 周華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905 摩利支天經(抄寫字帖本) 其他 1

9789869321297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抄寫字帖本) 其他 1

9789869466936 人電與癌病照護 方仁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161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81161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81178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81178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81192 Reminders under the Sala Trees: A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the Buddha’s Bequeathed TeachingsShih Cheng Yen 平裝 1

9789869465809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65694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65601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5618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5625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65632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65649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65656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65663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65670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65687 靜思語: 十在心路(袖珍本) 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65816 人生經濟學: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釋證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65823 佛遺教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65830 佛遺教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興和美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築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岡數位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791 鄧豐懿.墨海蠡談 鄧豐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814 書法頑家: 用善念來寫字 張尚為著 平裝 1

9789866176951 杜忠誥書杜甫懷李白詩五首 杜忠誥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968 杜忠誥書古格言 杜忠誥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76975 杜忠誥草書孫克寬作傅申大字歌 杜忠誥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76982 傲骨梅心: 李方膺的繪畫 莊素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6982 傲骨梅心: 李方膺的繪畫 莊素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640 杜忠誥行草書三冊頁 杜忠誥著作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64685 我們: 臻品26週年建築&藝術家策劃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2925 詩經周南召南發微 文幸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32 宋詩話考 學海出版社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49 古書畫鑑賞概論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56 清河書畫舫 張米菴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2963 景伊詩鈔 林尹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70 西鄉詩稿 張夢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87 禮記集解 孫希旦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2994 南北宮詞紀 (明)陳所聞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2994 南北宮詞紀 (明)陳所聞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143007 聊齋詩集 蒲松齡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519 可愛風手作造型麵包 陳國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908 數字分析 王冠先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65915 數值分析建立機率分配模擬器與變數變換 王冠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5922 數值分析建立機率分配模擬器與變數變換 王冠先作 初版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400 都市更新輔導師專業證照考試用書(教師版)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9453424 都市更新輔導師專業證照考試用書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53431 都市更新諮商師專業證照考試用書(教師版)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9453448 都市更新諮商師專業證照考試用書(學員版)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455 都市更新諮商師專業證照考試用書 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9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臻凰新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9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287 教育社會學 譚光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3294 哲學粹義 David Stewart, H. Gene Blocker, James Petrik作 ;但昭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00 心理學導論: 核心概念 Philip G. Zimbardo等著; 張文哲編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13317 健康經濟學 Frank A. Sloan, Chee-Ruey Hsieh著; 劉亞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24 思考: 哲學裡的星星、月亮、太陽 Simon Blackburn著; 林逢祺主譯 初版 0 1

9789865713331 新時代的人際溝通 Joseph A. DeVito著; 張珍瑋, 鄭英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48 民主與教育: 從理論到實踐 林秀珍等作;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55 文化研究4.0 王佳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62 解讀杜威教育王國: 理論與應用 李玉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79 創意傳播管理理論: 高等教育聲譽提升策略 黃兆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87656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grec parler couramment Maxime Paquin,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663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grec parler couramment Maxime Paquin,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67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grec parler couramment Maxime Paquin, Dimitris Christoulias[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786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panisch(Europa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Gemma Vidal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793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panisch(Europa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Gemma Vidal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809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panisch(Europa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Gemma Vidal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816 Metodologia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Islandes FluidezDaisy Gomez, Daniel Ingi Petursso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823 Metodologia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Islandes FluidezDaisy Gomez, Daniel Ingi Petursso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830 Metodologia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Islandes FluidezDaisy Gomez, Daniel Ingi Petursso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854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Hofma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861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Hofma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90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Daniel Hofma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87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ak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Alexandra Sramkov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88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ak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Alexandra Sramkov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89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ak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Alexandra Sramkov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915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panisch(Mexiko)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Daisy Gomez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922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panisch(Mexiko)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Daisy Gomez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939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panisch(Mexiko)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Daisy Gomez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946 Glossike大量句子訓練法: 西班牙語(墨西哥)流利Sheena Chen, Daisy Gomez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7953 Glossike大量句子訓練法: 西班牙語(墨西哥)流利Sheena Chen, Daisy Gomez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7960 Glossike大量句子訓練法: 西班牙語(墨西哥)流利Sheena Chen, Daisy Gomez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7977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德語 日常生活 Sheena Chen, Henning Vogler作 平裝 1

9789864387984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德語 旅行 Sheena Chen, Henning Vogler作 平裝 1

9789864388028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Zainab Dahou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035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Zainab Dahou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042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Christian Schmidt, Zainab Dahou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059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Franzosisch Geschaftssprache EinfuhrungsmoduleHenning Vogler, Maxime Paquin作 平裝 1

9789864388066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Russe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Ksenia Ortyukova[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073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Russe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Ksenia Ortyukova[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080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Russe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Ksenia Ortyukova[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09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Japonais Introduction aux affairesMaxime Paquin, Takafumi Miyauchi[作] 平裝 1

9789864388103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中國語(簡體字版)流暢 Glossika Team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110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中國語(簡體字版)流暢 Glossika Team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127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中國語(簡體字版)流暢 Glossika Team著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6

學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612 拾光,我的小景物觀點: 藍宇文作品集 藍宇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46416 雲教授一學就會 呂聰賢作 平裝 1

9789866646430 資訊教育 資訊教育工作室, 張嘉洲, 林婉菁作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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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致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7098 勝率73.45%!一天就學會的五步驟選股法 艾致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707 一生一次的怦然私旅: 心動濟州: 七大主題風情,從五感深度體驗濟州的精彩!金兌妍著; 胡椒筒譯 平裝 2

9789869396707 一生一次的怦然私旅: 心動濟州: 七大主題風情,從五感深度體驗濟州的精彩!金兌妍著; 胡椒筒譯 平裝 1

9789869396707 一生一次的怦然私旅: 心動濟州: 七大主題風情,從五感深度體驗濟州的精彩!金兌妍著; 胡椒筒譯 平裝 1

9789869396738 基金的逆襲: 不要長抱,達到獲利目標就要跑!兩個指標教你找到好基金張國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6745 愛家好男人的美味食記: 煮夫的到地中式家常菜,一桌子好料搞定全家人!朱寶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6752 沒做過馬卡龍,別說你會烘焙!: 純天然、低熱量的馬卡龍烘焙筆記陳佳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6769 玩出孩子大能力: 2-9歲五感潛能開發遊戲書,吸管、免洗杯、牛奶盒,簡單材料就能做出74個親子創意遊戲!金姝延作;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6769 玩出孩子大能力: 2-9歲五感潛能開發遊戲書,吸管、免洗杯、牛奶盒,簡單材料就能做出74個親子創意遊戲!金姝延作;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776 手殘貓咪也會做!120道親子野餐料理全功略 小潔作 平裝 1

9789869396776 手殘貓咪也會做!120道親子野餐料理全功略 小潔作 平裝 1

9789869396783 喵星人有事嗎?破解42個日常貓行為,搞懂你家毛小孩!ニャンコ友の会著; 張佳懿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298 大白狗咬月亮 王元容作; 姜春年繪圖 精裝 1

9789869356800 到底是哪一種? 王元容作; 陳維霖繪圖 精裝 1

9789869356817 生活好幫手: 電器 王元容作; 卓昆峰插圖 精裝 1

9789869356824 到農場走走(教師指引手冊) 平裝 1

9789869356831 人類的好朋友: 狗(教師指引手冊) 平裝 1

9789869356848 神奇的海洋 何佳芬作; 黃雄生插圖 精裝 1

9789869356855 生活好幫手: 電器 教師指引手冊 平裝 1

9789869356862 我們穿的衣服 教師指引手冊 平裝 1

9789869356879 神奇的海洋 教師指引手冊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0303 黎旦之華 蒼琉楓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204 一碗粥的的修行: 從禪宗的飲食精神,體悟生活智慧的豐盛美好吉村昇洋作;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211 大圓滿如幻休息論 大遍智龍欽巴尊者著; 張福成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228 快樂來自心: 禪修空性、無常、愛他人,幸福美好從此源源不絕梭巴仁波切著; 路承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235 正覺之道.佛子行廣釋 根讓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242 綻放如花: 巴哈花精靈性成長的教導 史岱方.波爾(Stefan Ball)作; 柳婷等譯 初版 平裝 1

龍華科大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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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19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諦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園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橙實文化



9789865613259 噶舉三祖師岡波巴傳: 修道成就故事與岡波巴四法堪千創古仁波切著; 普賢法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273 貓星人的華麗狂想 馬喬.莎娜(Morjoric Sarnat)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13280 中觀勝義諦 果煜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297 噶舉三祖師:馬爾巴傳: 三赴印度求取法教,建立西藏噶舉傳承的大譯師堪千創古仁波切著; 普賢法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03 噶舉三祖師密勒日巴傳: 從復仇到證悟,傳奇一生的偉大瑜珈士堪千創古仁波切著; 普賢法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10 直面生死的告白: 一位曹洞宗禪僧的出家緣由與說法南直哉作; 吳繼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27 OPEN MIND!!房樹人繪畫心理學: 測出你內心深處的秘密與焦慮一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34 初戀三摩地 一行禪師著; 明潔, 明堯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9517 豫衡通訊. 第五集 徐榮璋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3039 蝴蝶的秘密生命(出版十周年優雅紀念版) 蘿賽(Sharman Apt Russell)著; 張琰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3046 我還是想你,媽媽: 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著; 晴朗李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9110 狼與森林的教科書: 挽救崩毀生態系的關鍵物種朝倉裕作; 楊雨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053 花朵的秘密生命: 解剖一朵花的美、自然與科學(十五週年香氛紀念版)蘿賽(Sharman Apt Russell)著; 鍾友珊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3060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 尤金.羅根Eugene Rogan)著; 何修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077 戰爭沒有女人的臉: 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著; 呂寧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084 臺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二卷, 蘭科(恩普莎蘭屬)-燈心草科鐘詩文, 許天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3091 狗狗在跟你說話!. 2, 如何看懂毛小孩肢體語言 吐蕊.魯格斯(Turid Rugaas)著; 黃薇菁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3107 生命之源: 能量、演化與複雜生命的起源 尼克‧連恩(Nick Lane)著; 梅苃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114 聽!臺灣廟宇說故事 郭喜斌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623121 蚵仔煎的身世: 臺灣食物名小考 曹銘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138 表觀遺傳大革命: 現代生物學如何改寫我們認知的基因、遺傳與疾病奈莎.卡雷(Nessa Carey)著; 黎湛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145 成語典故植物學 潘富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152 鋅皮娃娃兵: 聆聽死亡的聲音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著; 高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169 二手時代: 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著; 呂寧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176 臺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一卷, 蘇鐵科-蘭科(雙袋蘭屬)鐘詩文, 許天銓作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706 歐卡,翻轉你的命運 黃喬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3741 佐藤春夫と台湾 台湾旅行関係作品研究続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13758 回家散步 徐偲榕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0716 澹廬書會會員展作品集. 第四十九次 楊正德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豫衡聯中在臺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靛藍出版



9789862178546 搶救物理大作戰 鄭呈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560 (UPUP)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戴振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577 UPUP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夏璇庭, 張淳琤, 鄭惠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584 新關鍵圖解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馬瑪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591 新關鍵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真, 王強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2178614 新關鍵數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陳鴻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21 (UPUP)數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翁錫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38 新關鍵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周詩韻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45 閱讀72變 林韋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52 UPUP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高竤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669 關鍵16週統測英文複習講義 吳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76 非選厲害 黃百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90 古今悅讀大熱門 許婷, 黃庭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706 破解統測國文解題力 楊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720 逆轉勝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林大雄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737 滿級分歷史學測通 張睿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744 週懂生物學測18週 蔡緻怡, 張智豪, 林獻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751 瞄準大考句型80則 李家順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178768 (週懂)英文學測18週 許展嘉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178775 主題式大考寫作班 溫宥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782 突破統測國文高分複習講義 康秀姿, 許雯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799 逆轉勝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義 張閔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05 大考寫作A攻略 廖柏州, 李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29 主題式統測英文複習週記 王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36 破解統測數學C解題力 林萊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43 破解統測數學B解題力 李建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0998 工具機切削技術研究 周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73 公民權、性別與世代 陳仁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80 整合專案管理方法 管孟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597 教育領導新論: 微領導時代的來臨 蔡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06 AKB48的光與影 李世暉, 林芙白, 蔡彥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13 經濟學 賴孚權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6820 21世紀日本對外經濟政策 任耀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37 亞太七國輸入食品法規與制度 范代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714 臣本紈褲 千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21 埋屍地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38 暴君的戀愛開關 堂本茶著 平裝 1

9789869440745 非合法純愛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902 我的人生不一樣: 12個廣達文教基金會陪伴成長的故事廣達文教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聯合文學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7395 食禪: 快煮慢食.在地生活入禪 張慰慈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7401 消失的河流: 橫跨20年的都市原住民影像紀錄: 莊正原攝影集莊正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27418 消失的河流: 橫跨20年的都市原住民影像紀錄: 莊正原攝影集莊正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216 數位藝術應用於口碑行銷之創作論述 趙文鴻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6281 你有看見我的小熊嗎? 強納森.賓利(Jonathan Bentley)文.圖; 孔繁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6298 想飛 琵兒蔻.丹尼歐(Pirkko Vainio)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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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966918 SUMI的客家味: 客家粄、客家菜餚、配料及食材蕭純妃編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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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667 皇天聖珠-彌勒聖道行. 四十二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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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85908 辨中邊論頌釋 太虛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85946 成唯識論述記講義 韓清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2338 彌勒: 未來佛 Alan Sponberg, Helen Hardacre作; 陳丹青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007 毛小孩的天然飲食書: 健康鮮食料理的實作祕訣美樂狗, 千金爸普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6956 許醫師安心處方 許添盛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436956 許醫師安心處方 許添盛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6436987 許醫師精選集 許添盛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436994 許醫師諮商現場: 安頓情緒的45個絕妙處方 許添盛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17808 創造: <>讀書會. 3 許添盛主講;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815 富足人生的12把金鑰 許添盛主講; 毛子林執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鍾郡

賽尚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優異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318 酒久磺溪九怪書法展. 貳零壹陸 趙宗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0324 昕璞其華: 黃寶貴水墨創作集 黃寶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7680 齊如山全集 齊如山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48014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 合山究著; 蕭燕婉譯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465 圖解大人的物理學 Anne Rooney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496 外資銀行中國業務實務. 系列5, 授信風險‧新外債‧FT帳戶臺資銀行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526 給青年建築師的信 漢寶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8533 妖怪臺灣: 三百年島嶼奇幻誌.妖鬼神遊卷 何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540 戲說六大茶類 吳德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557 女保鏢 Leena Lehtolainen著; 張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564 傷心黑洞 閔智秀著; 文恩淑繪; 蔡幸珍,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571 當小袋鼠生氣時 金浩貞著; 金淑卿繪;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588 孤單的小熊 金英雅著; 申智秀繪;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595 翔翔搭電梯 李玟萱著; 施佳伶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601 幸好我是小灰狼 許育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618 讀古文撞到鄉民: 走跳江湖欲練神功的國學秘笈祁立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625 「身體的身體」: 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 林美香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632 上流老人: 不為金錢所困的75個老後生活提案 保坂隆著; U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649 路上的家園 哈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656 文化大革命: 人民的歷史1962-1976 Frank Dikotter著; 向淑容, 堯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670 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 何來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687 最權威的延世大學韓國語課本 延世大學韓國語學堂著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570848694 弄 馮翊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00 東京本屋紀事 吉井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17 阿里巴巴: 物流、電商、雙11,馬雲改變13億人的生活方式Duncan Clark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31 臺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一九二四-一九五一 蔡石山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48 臺灣地圖 陳又凌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755 同志文學史: 臺灣的發明 紀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62 臺灣十年大變局: 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 野島剛著; 蘆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86 軍機處 永遠的權力中心: 解碼制度背後的互相博奕 笑看權力遊戲的榮辱興亡熊劍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93 重生的觀音: 第三個西藏的故事 李江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809 看懂孩子的畫中有話: 跟著心理學家一起進入孩子的塗鴉世界Rene Baldy著; 陳文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816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48892 詩比興系論 顏崑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908 快速學會ㄅㄆㄇ 陳正治著; 林傳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8915 不要小看我: 33本給大人的療癒暖心英文繪本 李貞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922 法律探微今與明的新學思 施茂林, 蔡佩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939 智慧之血 Flanneery O'Connor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946 一句英文看天下: 閱讀英文小說電影歌曲 陳超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8953 湯馬斯爺爺和郎齊 姜成銀作; 克莉斯汀.古勞斯汀繪; 張震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8960 獅子、國王與錢幣 南晶慧作; 露西亞.史弗查繪; 羅吉希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磺溪九怪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9789570848977 孩子之國班波斯塔 申惠恩著; 吉賽兒.波特繪; 周明玔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8984 卡倫堡五人幫 南晶慧作; 彼得.霍拉賽克繪; 胡佑熹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8991 黑牛妮娜 金浩玄作; 謝蘭.約納科維奇繪; 黃瑋琳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9004 馬汀的一天 金蘭珠著; 克莉絲汀娜.思瓦娜繪; 林芳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9011 猜一猜 車美貞作; 崔優美繪; 楊曉蕙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9028 芭蕉百句 松尾芭蕉著; 鄭清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035 紙的大歷史 Alexander Monro著; 廖彥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042 臺資銀行中國大陸債權確保實務: 法院判例26-50臺資銀行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著; 富蘭德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編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059 送給大家最美麗的秋日宴會 金藝實著; 張順女繪; 粘忘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066 像星星一樣的孩子 明索賢著; 福瑞登里奈.伯特蘭繪; 林玫伶譯 精裝 1

9789570849073 甜蜜小雀斑 張惠京著; 崔正仁, 吳在媖繪; 曹玉絢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080 一日國王 鄭素潤著; 朴惠京繪; 李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097 年度最佳女巫 金世實著; 金明真繪; 黃瑋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103 獻給天然獨: 從梵谷的耳朵談兩岸關係 黃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110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道格拉斯‧諾思著; 劉瑞華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127 食光記憶: 12則鄉愁的滋味 胡川安, 郭忠豪, 郭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134 新管理學: 學而篇. 0三, 生命的認知與修持 嚴志鵬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141 有你真好: 花仙子與樹精靈的邀約 林純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158 讓高牆倒下吧 李家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49165 地圖集 董啟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172 設計型思考 漢寶德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9189 草上飛科學探險 張文亮故事; 溫麟玉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196 沒什麼大事 林淑玟故事; 徐建國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202 <>新解: 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合山究著; 陳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219 帝國浮夢: 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 邱雅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226 被國境撕裂的人們: 與那國臺灣往來記 松田良孝著; 蘆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233 資本主義: 金錢、道德與市場 John Plender著; 陳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240 閱讀<>: 從生活中認識經典的智慧 福智文教編輯群著; 吳宜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257 人間書話: 藏書家的心事 苦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295 輕輕鬆鬆學會彩色鉛筆畫 林鴻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288 輕輕鬆鬆學會彩色墨水畫 林鴻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318 一本就通: 中國史 李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325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 林毅夫, 蔡昉, 李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332 學好英文沒有捷徑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349 溫暖的記憶.從這裡出發: 一青妙的臺灣東海岸 一青妙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356 火頭工說麵包、做麵包、吃麵包 吳家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363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 林遠澤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0849363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 林遠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370 99個在家玩的科學實驗 Philippe Nessman, Charline Zeitoun著; 陳蓁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387 西方美學導論 劉昌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49394 靈魂與心 錢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400 佛教與儒教 荒木見悟著; 廖肇亨譯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9968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859975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859982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859999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57609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57616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57623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0

送存冊數共計：82

優蓓仕文教



9789869357630 ABC mate my alphabet book 王婉媚著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905 挺身為環境: 十二位檢察官的環境故事 高思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804 弟子規合刊 福智文教基金會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5811 弟子規合刊 財團法 人福智文教基金會編輯 第二版第七刷其他 1

9789869415828 悄悄走進你的心 劉逸祈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509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458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424592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302 來做朋友吧: 點點童詩創作集. 一 陳郁方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5541 烏合之眾: 為什麼「我們」會變得瘋狂、盲目、衝動?讓你看透群眾心理的第一書古斯塔夫.龐勒(Gustave Le Bon)著; 周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589 紳士鞋的奧義: 從源流文化、製作工法到穿搭哲學,探究品味的終極關鍵飯野高廣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602 致命暴露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王瑞徽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5633 光與暗的故事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編著; 易萃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657 從人到人工智慧,破解AI革命的68個核心概念: 實戰專家全圖解X人腦不被電腦淘汰的關鍵思考三宅陽一郎, 森川幸人著; 鄭佩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664 窗戶設計解剖書: 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美學思考,日本建築家用門窗改造家居生活的32個法則中山繁信等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671 道德可以建立嗎?: 在麵包香裡學哲學,法國最受歡迎的19堂道德感實驗哲學練習課胡文.歐江(Ruwen Ogien)著; 馬向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688 我不是我自己 安.摩根(Ann Morgan)著; 江莉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695 壞女孩不死. 2: 惡靈詛咒 凱蒂.艾蘭德(Katie Alender)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701 女力!從零開始重量訓練: 4大類肌力訓練X9階段週期計畫,專業教練這麼做、基礎健身到職業選手都在練的女性專屬力量訓練攻略盧.舒勒(Lou Schuler) , 艾爾文.科斯葛羅夫(Alwyn Cosgrove)著; 羅譽寅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718 為什麼撲滿比存摺容易存到錢?: 透過263個日常實驗,從心理學和行為科學解開消費、理財借貸行為的真相,學會聰明用錢!克勞蒂雅.哈蒙(Claudia Hammond)著; 洪慧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725 一口氣搞懂原物料商品: 經濟學人教你看懂市場運作,掌握世界經濟脈動、學會高報酬投資必備的一本書卡洛琳.拜恩(Caroline Bain)著; 陳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732 害蟲偵探事件簿: 50年防蟲專家如何偵破食品中的蟲蟲危機兵藤有生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749 攻殼機動隊. 1 士郎正宗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756 攻殼機動隊. 1.5 士郎正宗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763 攻殼機動隊. 2 士郎正宗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770 攻殼機動隊Complete box 士郎正宗著; 謝仲其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355787 為什麼我們會相信陰謀論?: 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人類多疑的思維,潛意識裡的古怪、偏執、荒唐和瘋狂羅伯.布萊瑟頓(Rob Brotherton)著; 高子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800 壞女孩不死. 3: 夢魘死靈 凱蒂.艾蘭德(Katie Alender)著; 林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817 起火點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王瑞徽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5824 死活不論 邁可.洛勃森(Michael Robotham)著; 戴榕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831 親愛的世界,你好嗎?一個5歲小男孩從一枝鉛筆、一張明信片開始的193國環球旅行托比.里特(Toby Little)著; 林欣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848 班傑明.富蘭克林: 美國心靈的原型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著; 洪慧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855 存活的本事: 百年企業和新創公司每天都在思考的問題,透過管理大師杜拉克與新世代領袖的5個核心問答,找到生存的能力彼得.杜拉克著; 陳筱宛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謙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點點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9789862355862 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 是枝裕和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879 觸覺不思議: 從觸感遊戲、感官實驗及最新研究,探索你從不知道的觸覺世界仲谷正史等著; 劉格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909 一千個裸體陌生人: 看盡生死的孤寂與瘋狂,救護車邊緣急救紀事凱文.哈札德(Kevin Hazzard)著; 高子梅譯 一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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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97865 水中畫影. 三,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平裝 1

9789869397872 易經新說 段建華著 平裝 1

9789869397889 印度的苦行與頭陀行 釋寶光作 平裝 1

9789869397896 從論孟老莊的語言看其思維文化 李海霞著 平裝 1

9789869476614 就義: 盛約翰短篇小說集 盛約翰著 平裝 1

9789869476621 視覺文化在現代文學中的呈現: 語言文化分析法(俄文版)那達怡作 平裝 1

9789869476638 入詩為安: 一首不可能譯成任何文字的詩 歐陽昱著 平裝 1

9789869476645 她: 一部關於小說的小說 歐陽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613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舞蹈藝術 卿青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699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音樂藝術 馬東風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05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建築藝術 鄭先友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12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園林藝術 張路紅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29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西方雕塑 李宏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36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西方繪畫 孫滌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43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中國繪畫 徐改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50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中國戲曲 楊燕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67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中國書法 劉守安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74 藝術伴隨青少年成長. 中國工藝美術 郝雪婷著; 劉守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2846 鍋鏟皇后 錦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3034 錢程似錦 藍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249 囂張王妃 臨雲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881 布衣千金 初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3898 布衣千金 初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3928 寵冠京華 琉璃白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935 寵冠京華 琉璃白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942 妾不為后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3959 妾不為后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3966 妾不為后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3973 妾不為后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3980 妾不為后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3997 妾不為后 姜宛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4000 命定成妃 霜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017 命定成妃 霜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024 命定成妃 霜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031 命定成妃 霜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048 命定成妃 霜降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藍海文化



9789864654055 掌家俏娘子 沉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062 掌家俏娘子 沉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079 麵麵聚道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086 庶女出頭天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093 種出一個太上皇 紋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109 種出一個太上皇 紋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116 娘子升官發財 亦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123 娘子升官發財 亦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130 娘子升官發財 亦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147 夫寵滿滿 白鹿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154 夫寵滿滿 白鹿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161 福滿朱門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178 福滿朱門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185 福滿朱門 玲鐺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192 長姊鎮宅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208 養妻過豐年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215 和妻生財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222 和妻生財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253 嬌寵小媳婦 百媚生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260 嬌寵小媳婦 百媚生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277 嬌寵小媳婦 百媚生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314 食誘醫夫 人如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321 食誘醫夫 人如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4338 食誘醫夫 人如玉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4352 有妻萬事成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369 有妻萬事成 采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376 庶女出頭天之一城主母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383 商戶貴妻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390 商戶貴妻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406 滿園食香 花衣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413 滿園食香 花衣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420 滿園食香 花衣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437 丫鬟郡主命 唐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444 嫁君發財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451 娘子學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468 娘子學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475 娘子學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512 山野小酒娘 藍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529 山野小酒娘 藍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8348 境向: 徐明豐作品集. 2017 徐明豐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624 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鈕文英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68631 社會團體工作: 領導者養成實務 黃聖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648 金融市場概論 黃志典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668655 投資組合管理: 理論與實戰 王朝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8662 如何激發員工的個人創新 薛玉品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57

豐喜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雙葉書廊



9789865668679 金融機構管理: 理論與實務 王健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686 金融行銷: 乘著金融科技的翅膀飛翔 謝耀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709 時間序列分析: 經濟與財務上之應用 楊奕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716 期貨與選擇權 張傳章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668723 長期照護機構操作手冊 劉慧冠, 林秀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730 績效管理: 理論與實務 卓正欽, 葛建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747 幸福人生: 正向心理學的生活應用 黎士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754 國際關係 Joshua S. Goldstein, Jon C. Pevehouse原著; 歐信宏, 胡祖慶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8761 全球化下的臺灣電影產業實踐(1946-2016) 陳靖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778 變態心理學 Ann M. Kring等作; 張本聖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785 組織理論與管理: 個案、衡量與產業應用 楊仁壽, 卓秀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792 貨幣銀行學: 理論與應用 陳南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808 財務管理: 理論與實務 張大成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903 靠近我的天涯: 秦艾作品集 秦艾作 初版 精裝 4

9789868818903 靠近我的天涯: 秦艾作品集 秦艾作 初版 精裝 -3

9789868818927 突擊/伏擊 陳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8934 陀儀觀相: 中國佛教寺廟寶藏 許志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8941 微觀之趣: 陳其寬早期水墨作品 陳其寬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8958 海會應真: 中國佛教文物寶藏 許志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8965 墨者不朽: 水松石山房主人水墨集 水松石山房主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8989 中國佛教寺廟寶藏: 散華聚念 許志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18996 理想在夢鄉: 王燁 王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4900 剎那: 徐弘作品 徐弘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4917 剎那: 秦艾作品 秦艾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4924 中國佛教寺廟寶藏: 常住 許志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4931 權杖 怪石 禪與境: 水松石山房主人水墨集 水松石山房主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4948 覺世之路: 犍陀羅藝術 許志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4955 佛教寺廟寶藏: 思量 許志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306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es brasileno fluidez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58306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es brasileno fluidez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58313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es brasileno fluidez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58313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es brasileno fluidez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58320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es brasileno fluidez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58320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portugues brasileno fluidezDaisy Gomez, Isabel Carneiro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58337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rtugais Bresilien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Isabel Carneiro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5834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rtugais Bresilien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Isabel Carneiro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5835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Portugais Bresilien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Isabel Carneiro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58375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スぺイン語(メキシコ)流暢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58375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スぺイン語(メキシコ)流暢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58382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スぺイン語(メキシコ)流暢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58382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スぺイン語(メキシコ)流暢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58399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スぺイン語(メキシコ)流暢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58399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スぺイン語(メキシコ)流暢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58368 Chinesisch (vereinfacht) geschaftssprache einfuhrungsmoduleHenning Vogler, Ray Jin著 平裝 1

9789869458368 Chinesisch (vereinfacht) geschaftssprache einfuhrungsmoduleHenning Vogler, Ray Jin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薩摩亞商萬語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藏新藝術



978986946990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daily lifeAuthor Michael Campbell, Ray Jin 平裝 1

978986946990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daily lifeAuthor Michael Campbell, Ray Jin 平裝 1

9789869469913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日語日常生活 Sheena Chen, Takafumi Miyauchi作 平裝 1

9789869469913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日語日常生活 Sheena Chen, Takafumi Miyauchi作 平裝 1

9789869469920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gyptisch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Author Glossika team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9937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gyptisch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Author Glossika team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9944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Agyptisch Arabisch SprachbeherrschungAuthor Glossika team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69951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panish (mexican) business introAuthor Michael Campbell, Galiano Garcia Jose Manuel 平裝 1

9789869469968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isla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Author Glossika team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9975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isla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Author Glossika team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9982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islandisch sprachbeherrschungAuthor Glossika team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2301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talian business introAuthor Michael Campbell, Niccolo Perego 平裝 1

978986948231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talian daily life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Niccolo Perego 平裝 1

978986948232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talian travel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Niccolo Perego 平裝 1

978986948233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vrzovà[作] 平裝 1

978986948233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Czech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vrzovà[作] 平裝 1

9789869482356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ベトナム語流暢 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2363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ベトナム語流暢 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2370 Glossika例文集積法ベトナム語流暢 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2387 Glossika例文集積法客家語流暢 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2394 Glossika例文集積法客家語流暢 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0009 Glossika例文集積法客家語流暢 Glossika Team著.翻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0016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Catalan fluidezAuthor Daisy Gomez, Josep Arenas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0023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Catalan fluidezAuthor Daisy Gomez, Josep Arenas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0030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Catalan fluidezAuthor Daisy Gomez, Josep Arenas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0047 Metodología de la Oración Compuesta Glossika Inglés Estadounidense Introducción de NegociosJosé M. Galiano García, Michael Campbell[作] 平裝 1

9789869490078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cheque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Daniel Hofma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0054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cheque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Daniel Hofma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006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Tcheque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Daniel Hofma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0085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Espagnol (mexicain) Parler courammentAuthor Maxime Paquin, Daisy Gomez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0092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Espagnol (mexicain) Parler courammentAuthor Maxime Paquin, Daisy Gomez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7503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Espagnol (mexicain) Parler courammentAuthor Maxime Paquin, Daisy Gomez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7510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ene fluency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Dasa Okroznik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7527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ene fluency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Dasa Okroznik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7534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lovene fluency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Dasa Okroznik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471 動感日語50音: 口訣歌謠+筆畫教學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7488 動感日語單字: 口訣歌謠+群組學習法 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7495 實用英語圖解大全: 靈活運用英語必備的550種圖像實景檸檬樹英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8704 實用日語圖解大全: 靈活運用日語必備的550種圖像實景檸檬樹日語教學團隊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726 1947青年的吶喊 中部共生青年組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50794 嗚呼,佞臣當道 愛爬樹的魚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襪子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52

檸檬樹



9789863952763 夜夜共枕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128 前妻不復婚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272 妻債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340 欠下初夜債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357 同居契約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364 前夫走遠點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371 商妻不賢良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3388 商妻不賢良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3395 商妻不賢良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3401 商妻不賢良 狂上加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3418 澀女醋男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25 山賊姑娘睡了爺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32 竹馬是暴君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87 秀才家的小悍妻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494 狀元家的武嬌娘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517 大掌櫃小廚娘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524 大掌櫃小廚娘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531 衛相府高冷日常 殊默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555 衛相府高冷日常 殊默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548 衛相府高冷日常 殊默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3562 穿到古代嫁暴君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579 女獵戶與窮書生 月夜天行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586 女獵戶與窮書生 月夜天行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593 掌家皇后鬧和離 陳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609 掌家皇后鬧和離 陳燈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616 裙下之臣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623 耍計娶秘書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630 寵妻太難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647 恨夫不成鋼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654 引妻入甕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661 巧嫁良緣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678 巧嫁良緣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685 酷吏家的小嬌妻 墨魚仔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692 酷吏家的小嬌妻 墨魚仔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708 漁婦 竹苑青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3715 漁婦 竹苑青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3722 漁婦 竹苑青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3739 漁婦 竹苑青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3746 漁婦 竹苑青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953784 瑪麗蘇重生記 蘇雪若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807 瑪麗蘇重生記 蘇雪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791 瑪麗蘇重生記 蘇雪若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3814 嫁娶記 布衣祺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821 嫁娶記 布衣祺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838 美食之金玉滿堂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3845 美食之金玉滿堂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3852 美食之金玉滿堂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3869 美食之金玉滿堂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3876 帝皇書 星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953883 帝皇書 星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953890 帝皇書 星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953906 帝皇書 星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953913 帝皇書 星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953920 帝皇書 星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953944 嗚呼,佞臣當道 愛爬樹的魚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982 放妻書 朱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999 沖喜元娘 朱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26 奉子閃婚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33 好女不恨嫁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40 富家女遇上多金男 安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57 秘書嬌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88 情挑小秘書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95 不忘初心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01 非婚不可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32 契約夫妻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49 不負妾心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255 陪嫁小嬌娘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262 守妻奴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279 野生夫君馴服記 欲話生平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293 野生夫君馴服記 欲話生平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286 野生夫君馴服記 欲話生平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4309 恨不相逢未嫁時 漠漠無雨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316 恨不相逢未嫁時 漠漠無雨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323 離婚不離床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347 囚妻記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354 惡棍總裁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361 穿越之肉文女主的後娘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378 穿越之肉文女主的後娘 輕卿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6448 生涯與職能發展學習手冊 邱美華, 杜惠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036 大學文學欣賞 王雪卿等合編; 周虎林總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7489074 探究物理: 挑戰萬有引力 于洋等編;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081 探究物理: 遨遊電子王國 于淑華等編;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098 探究物理: 解譯聲波密碼 王子軍等編;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04 探究物理: 駕馭原子世界 于佳楠等編;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11 探究物理: 探索太空奧祕 卜勁松等編; 于今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28 周易卦爻辭文學主題解祕 游志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35 中國歷史上失落的文明 張克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42 自然與人生 何清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66 領導的贏家: 一個教育老農的心聲與建言 張宗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59 論語百句說管理 李樑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73 川崎症口袋寶貝書 謝凱生等著; 郭和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10 青銅器論文集 何樹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41 界外之人: 瑯嶠地方的歷史與人群 吳玲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58 活化創新教育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01753 中國文字. 新四十三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79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藝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253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世界史 郭方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23260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世界史 郭方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23277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世界史 郭方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99401 一分鐘超強聽覺恢復法 今野清志著;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9418 倖存者 秦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9425 十宗罪. 7, 琥珀人魔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99432 超強漫畫最終研究: 徹底探討隱藏在超人氣漫畫中的眾多謎團與伏筆!!漫畫綜合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9449 糖尿病降糖常備菜: 87種食材X20種茶飲X150到料理跟著吃,4週快速改善糖尿病向紅丁, 張曄, 成向東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9470 酷刑史: 99種人類的罪與罰 笠倉出版社作; 楊哲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9494 美人豆漿飲: 1天1杯超有感! 張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407 航海王最終研究改: 再考察 通往最終之地「拉乎德爾」的指標ONE PIECE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414 十宗罪. 8, 貓臉妖婦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5438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中國史 郭方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25445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中國史 郭方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25452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中國史 郭方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25469 最新發現!恐龍之謎 小林快次作;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490 十宗罪. 9, 人彘奇案 蜘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16 七龍珠最終研究: 誰才是最強戰士!?賽亞人篇到普烏篇激鬥戰場全紀錄英和編輯部作;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4356 我的手作帆布包 林冠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40 簡單實用的寶寶小物 黃思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57 有趣多變的捲紙手作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71 跟著柚子玩鋁線 柚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589 幽默團隊管理學 阡陌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010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 聖經經卷(楷書) 候信永編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3387 Lico Dino: student book. 1 曾麗風編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143394 A key to Grammar. 3 曾麗風編 三版 其他 1

9789869411905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 3 WenChi Lin, Lifeng Tseng編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40159 獸醫藥理學手冊 Walter H. Hsu原著; 王渭賢等編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40166 農藥藥理與應用: 殺蟲劑 曾德賜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173 臨床神經解剖學: 結構、切片、系統與症候群的圖譜Duane E. Haines原著; 馬國興等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40180 植物生理學 柯勇編著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40197 蔬菜病害彩色圖鑑 柯勇, 盧耀村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8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軒



9789863940203 Hoffbrand's血液學精要 A. Victor Hoffbrand, Paul A. H. Moss原著; 林正修等編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940210 臨床鏡檢學 曾永德編著 第四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909 美感臺灣: 多元閱讀臺灣之美 林建成著 平裝 1

9789862821923 蓪草與畫布: 19世紀外貿畫與中國畫派 張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930 台灣美術新思路: 框架、批評、美學 廖新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947 從四萬到千萬的滋味: 戴忠仁的國寶檔案. 2 戴忠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961 波希: 北方文藝復興大畫家 何政廣主編; 黃其安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26 張大千vs.四僧書畫. 3, 看懂八大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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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63003 山與山與山間的那些事 錢佳慧文字; 錢佳慧, 李詠晴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932 美麗新世界: 張瑞頻個展 藝術畫廊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610 臺灣百家.珠寶設計年鑑. 2017 寶之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643 做一件專屬於我の無印風手作服 中野YUKARI著; 鄭睿芝譯 平裝 1

9789869313650 日本銷售第一の型男快時尚 MB著; 莊遠芬翻譯 平裝 1

9789869313667 初學者の手作服入門書 松下純子著; 鄭睿芝翻譯 平裝 1

9789869313674 頂尖編輯的休閒時尚穿搭術 高橋志津奈作; 陳佳昀翻譯 平裝 1

9789869313681 1000張定格全圖解!我的第一本縫紉書: 一次學會手縫&機縫!免上課,就能做出你最想要的20款手提袋、口金包、親子裝奧山千晴監修; 鄭睿芝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764 做工的人 林立青著; 賴小路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71 野鳶尾 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uck)作; 陳育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88 情緒勒索: 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間,最讓人窒息的相處周慕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795 空中老爺的日常 空中老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18 Zero K 唐.德里羅(Don DeLillo)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25 雨後 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作; 余國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32 當最愛的人失智: 除了醫療,寫一份「愛護履歷表」,才是最完整與尊嚴的照護蔡佳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49 奪標: 千萬業務30年的必勝信念 林裕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56 向高牆說不 黃益中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葉41町民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境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之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9789864060863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 廖梅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70 對話的力量: 以一致性的溝通,化解內在冰山 李崇建, 甘耀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887 閱讀深動力: 從「對話」開啟閱讀,激發出孩子的不凡人生李崇建, 甘耀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028 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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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11946 指考數學甲歷屆試題地毯式詳解與考點分析 蘇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1953 指考數學甲歷屆試題地毯式詳解與考點分析 蘇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11960 指考數學乙歷屆試題地毯式詳解與考點分析 蘇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11977 指考數學乙歷屆試題地毯式詳解與考點分析 蘇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53 藥草勝境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7992 殺行者. 9, 直到世界盡頭 天下無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705 夜之賢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61712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1729 春秋異聞. 卷二, 行燈夜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736 Sea voice古董店. 卷七 林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743 夜之賢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1750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61767 鱗之盡 米米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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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2118 蘭桂坊國際藝術中心 陳欽明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4995 蘭陽學報. 第十五期 張超琦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754 戰勝糖尿病的醫師教你挑選正確食物 申東鎮著; 王愛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493 宜蘭古蹟揭密: 古道.寺廟與宜蘭人 卓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勤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寶華山寶山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陽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灌溉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蘭桂坊國際藝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49 正方形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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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4838 刑法SOP總則篇 音果律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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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0806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蔡志雄編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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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0868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 謝安, 張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0875 這是一本公共政策解題書 許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2631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70899 好思設計作品集. 2 賣思空間好設計工作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2600 領隊+導遊必勝攻略: 實務. 二 高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2617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法夫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92624 愛上葡萄牙,啾咪! 耐嚕愛咪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2648 就是這本憲法體系+解題書 魯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2655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92693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92662 這是一本行政法解題書 莫非, 兀突骨, 莫月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92679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92686 這是一本行政學解題書 許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5505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435512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 薏偉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458 極地之惡 古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89 這是(便所專用)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96 時尚宋人 曾玉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317 逆轉缺氧慢病: 細胞有氧奇蹟 陳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4324 缺氧型慢病: 健康和疾病之間的疾病 陳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24331 缺氧型高血壓-高血壓革命: 只用降壓藥,找死! 陳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1326 聽-音樂比你想得更療癒,音樂治療30響 賴欣怡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371 封魂錄 楚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60 魔樹少年 跳舞鯨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77 日本說走就走,絕美四季!: 無時不刻,出發-日本さいこう!TOMOKO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84 蛋生: 戴錦綢詩集 戴錦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791 不確定的風景: 陳秀珍詩集 陳秀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21 第一次創業就上手: 微型創業全方位教戰守則 原來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顯微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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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送存冊數共計：19

讀品文化



9789864451838 是女子: 葉益青詩集 葉益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45 為何旅行: 林鷺詩集 林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76 行屍別哭 Neo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83 星海之城: 巴薩拉 曾昭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890 舊神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06 夏荷時節: 楊淇竹詩集 楊淇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13 緋色輓歌 燈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20 在耶路撒冷醒來: 30天暢遊以色列耶路撒冷、特拉維夫、加利利與鹽海陳舜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44 拾穗集 舒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51 時空傳說 HG威爾斯著; 江健新, 蔡明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68 來一次尋找的旅行: 世界華文作家看邯鄲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75 一個女生走看巴爾幹: 馬其頓、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劉怡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82 禁獵童話. I, 魔法吹笛手 海德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02 夢行者 鄭開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26 恩仇之外: 日本大正時代文豪傑作選 谷崎潤一郎等著; 祁淡東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33 寶島歷史輕奇幻: 祕符承傳殁世脈 台嶼符紋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57 阿拉伯海的女神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907 人生目的 南海古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914 信仰與實修 虛空天古佛金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1169 易論天下 張樹旗, 張樹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183 國民黨被俘將領大結局 張國化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22 人身保險經營與實務 賀冠群, 廖勇誠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06539 輕鬆考證照: 銀行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規範要點賀冠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589 彩虹/一閃一閃亮晶晶: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詩歌本合集7+8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109 妳一生的預言: 中篇小說集 姜峯楠(Ted Chiang)著; 陳宗琛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052 地藏王菩薩末劫清算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靈明佛乘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靈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驫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鸚鵡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鑫富樂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338 消防設備與電氣技術 劉書勝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