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206 世大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郭家驊主編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101 丟掉.找到了 瑪莎.戴安.阿諾德文; 馬修.柯德爾圖; 余治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7118 我不要當一隻青蛙 黛芙.貝蒂文; 邁克.博爾特繪圖; 余治瑩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7125 爸爸, 你愛我嗎? 芭芭拉.恩.喬斯文; 芭芭拉.拉維利圖; 余治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7132 媽媽, 你愛我嗎? 芭芭拉.恩.喬斯文; 芭芭拉.拉維利圖; 余治瑩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503 綜觀人生: 開啟生命的枷鎖(簡體字版) 邱綜賑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723 光構成基礎造型 朱文浩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132 孩子鬧情緒有道理: 難教養的孩子,來自不傾聽的父母和久田美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242 芳療の手作科學: 精油香草的日常好妙用,輕鬆解除28種身心症狀佐佐木薰作; 黃經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266 輕黏土好好玩: 童話公主大集合 林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273 輕黏土好好玩可愛動物大集合 林佳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410 奇奇的生日派對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427 親愛的寶貝,晚安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434 媽咪,抱抱 Guido van Genechten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458 我的第一本宇宙博士小百科 陳皓昀文稿.圖片整理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465465 我的第一本飛機博士小百科 黃郁棠文稿.圖片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472 居家廚神的美味科學: 33道法式經典料理X零失敗職人烹調技巧Christophe Dovergne, Damien Duquesne作; 晏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489 快樂的小蓮碰到不快樂的小馬 G.V.傑納頓(Cuido van Genechten)作;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496 一起扭屁屁吧!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5708 你有看到我的尾巴嗎? Anita Bijsterbosch編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5715 有自信的小白魚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5722 人生常常就是已讀不回 曲瑋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753 重拾孕前纖瘦好身材的450道月子餐: 專為產後黃金四週量身打造的辣媽食譜樂媽咪名廚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760 我好想搗蛋! 許恩實文; 趙元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5777 大野狼真的危險嗎? 関優子著;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5784 吃對營養好好孕: 胖寶不胖媽的100道孕期食譜樂媽咪名廚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117 親愛的爺爺,再見 潔拉可.萊肯(Jelleke Rij ken)作; 麥可.凡賀東(Mack van Gageldonk)繪;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179 有誰不想上學去? 宋河浣文.圖; 悅瑄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104 Kindling a global learning campfier: selected topics from HET Forum discussionsDaniel L. Clinciu[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308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ilding Engi Civil andneering Informatics in conjunction with 2017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Shang-Hsien (Patrick) Hsieh , Shih-Chung (Jessy) Kang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CCBEI & CCACHE Organizing Committee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Higher Education Taiwan Forum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57享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憙田企業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7-10-05)

送存日期範圍：1060701~10609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2017世大運研討會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3Q寶貝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1576 靈/性籤 林幸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68 流離: 路上之歌 朴範信著; 盧鴻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75 別預期爆炸: 洪席耶論美學 紀蔚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82 亞洲物語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699 大陸自由貿易區發展與兩岸互動: 機會與挑戰 陳德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798 晚秋夜讀 陳芳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28 舒蘭河上: 臺北水路踏查 謝海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59 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 陳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66 翻譯者 賴香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73 嬰兒翻: 林彧詩集 林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97 如何老去: 長壽的想像、迷思及智慧 常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903 花東婦好 周芬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934 華杉講透<> 華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870 散戶贏家林昇: 實戰上萬次的選擇權獲利16招 林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87 操盤手教你: 學會法人這樣賺台股 黃嘉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894 人人都能學會ETF: 輕鬆賺0050 <>真.投資研究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900 人人都能學會製作厲害圖表全圖解 <>超.行銷研究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917 選擇權交易原理與實務 許溪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505 建築師高考建築工程: 環境控制-物理環境重點精錄及考題解析Wei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202 巴巴吉的教導 巴巴吉作; 夏瑞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438 The Life's Sugar: The Trip To Palencia, Santiago, And FinisterreFiona K 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951 生命之鎂: 認識21世紀最耀眼的礦物質 馬克.史克斯(Mark Sircus)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75 人類大潛能: 來自第九次元昴宿星人及哈索爾星人的教導湯姆.肯揚(Tom Kenyon), 溫蒂.甘迺迪(Wendy Kennedy)合著; 許晉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82 一億E.T.: 外星人蜂擁而至,與我們一起體驗地球揚升蛻變的偉大時代史考特.曼德爾克(Scott Mandelker)著; 蘇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999 夜燈的魔法 Anne Civardi等著;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489102 蓋亞效應: 蓋亞就是地球 莫妮卡.慕嵐霓(Monika Muranyi)著; 邱俊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119 多次元宇宙 阿弗雷.韋伯(Alfred Lambremont Webre)著; 許淑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9126 夜燈的魔法. II Anne Civardi等著; 張琇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9133 跨次元互聯網: 祖夫雅的魔法通道 荷西.阿圭列斯(Jose Arguelles)著; 林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140 宇宙側寫 史考特.曼德爾克(Scott Mandelker)著; 陶張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157 兒童瑜珈: 45堂簡單又有趣的瑜伽課 艾莉莎貝.茱安(Elisabeth Jouanne), 伊麗亞.格林(Ilya Green)著; 魏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9164 放下掙扎的生活: 實踐七方法,你會過的悠然自得,隨心所欲羅傑.郝斯登(Roger Housden)著; 廖世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188 金星三部曲. I, 我來自金星 歐米娜.歐涅克(Omnec Onec)著; 張國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9195 天使帶我回家: 一場追尋「家」與「自我」的冒險旅程李.卡羅(Lee Carroll)著; 蔡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ara心光聖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Warm Honour Hot Chocolate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Standard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952 成為Bunun: 布農族的童年及養育 蘇美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853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九版 平裝 1

9789865994938 勞工人資法典 沈以軒主編 2版 平裝 1

9789865994945 實務地政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994945 實務地政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994952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994969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5994969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4001 會計師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9524018 基本小六法 一品法學苑主編 四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9524032 行政法體系、爭點與實務 林文清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3491 前往軍艦島!: 海上都市廢墟x長崎世界遺產x日本不思議絕景之旅酒井透作; 高詹燦, 郭欣惠, 黑澤友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5334 為什麼有些人比較不會老?: 頂尖科學家破解老化的十四個祕密比爾.吉福德(Bill Gifford)著; 蔡世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758 一流主管教科書: 不要菁英,用平凡人做非凡事!出口治明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13 揉揉手指的驚人自癒力: 從肩頸痠痛、偏頭痛、生理痛、五十肩到便祕,每天按摩1分鐘,就能立即舒緩的手指瑜珈按摩法吉地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20 看不見的更重要: 面對恐懼、消除不安,改變四萬人的奇蹟掃除術船越耕太著; 櫻井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37 促購力: 日本業務教父教你43個巧妙逆轉客戶心理的成交絕學伊庭正康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44 無用的日子 佐野洋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692 一貫道學研究. 卷三, 國外一貫道研究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904708 一貫道藏. 史傳之部. 6, 白陽史記 臺灣 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756 明覺講紀: 弘聖師說法. 六, 二00九年農曆四月至六月弘聖師講述; 一覺元紀錄組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1010 大阪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林琬清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1027 東京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冠貴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1096 沖繩 JTB Publishing, Inc.作; 彭智敏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02 越南 JTB Publishing, Inc.作; 尤淑心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19 溫哥華.加拿大洛磯山脈 JTB Publishing, Inc.作; 蕭睦頤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19 溫哥華.加拿大洛磯山脈 JTB Publishing, Inc.作; 蕭睦頤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33 此生必訪世界絕美圖書館: 走入最美.超酷.不思議的世界株式会社笠倉出版社作; 曾柏穎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40 釜山 JTB Publishing, Inc.作; 武濰揚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57 名古屋伊勢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張雲清, 曾柏穎翻譯修訂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611157 名古屋伊勢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張雲清, 曾柏穎翻譯修訂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611164 妖怪調查檔案 JTB Publishing, Inc.作; 廉凱評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71 忍者修習小學堂 JTB Publishing, Inc.作; 江思翰, 彭智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95 此生必訪世界絕美城堡&宮殿: 充滿魅力的童話城堡集錦株式会社笠倉出版社作; 黃琳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01 西班牙(詳實版)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許懷文, 周葶葳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18 親子遊東京&東京近郊 海風公司作; 張嫚真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5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覺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一起來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722 骨折的臨床分類 楊榮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706 志在沖天: 空軍軍史館 黃信彰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829 遊汐物語: 2017汐止區公立各級學校師生聯展 游冉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836 心外無物: 郭博州創作個展 游冉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8455 飯水分離四季體質養生法 李祥文著; 張琪惠譯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0162 無弦之歌 張淑勤, 郭鴻韻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300179 導遊阿貴: 黃金海岸三大導遊之一阿貴出團了!賴和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00186 致命的飲料 Nancy Appleton, G. N. Jacobs著; 鄭淑芬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9434 微生物實驗入門和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吳全耀, 吳黃素月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6929441 用藥評估問題導向學習教案 周月卿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13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02132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0195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0195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0196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0196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0223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40223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40224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40224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40198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0199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40199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403399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03399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02170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2170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3528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03528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02682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02682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06567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6567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6574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06574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9891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939132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939132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九州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文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文遠雄博物館

力大圖書



978986940459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0459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97124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397124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2197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42198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42199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2210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39719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39719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40190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0190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22161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22178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0192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192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1944 星武神決 爬樹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0212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40212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42179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421904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421911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9421928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940220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220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4501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4501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3267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3274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23281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654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654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4004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401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2402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454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940454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942323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942324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942325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9404587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04587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23038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23045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23052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631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0631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2219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2280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0638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40638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42193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42194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2195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2196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06512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06512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23298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2340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2341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06581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9406581 裁決 七十二編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9419307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9314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9321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3427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3434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19338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9345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935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9369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9376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1938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1939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21706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2171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942172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942173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942174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9421751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21768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21775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1782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211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22123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22130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25599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22147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2215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22819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22826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2283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22840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3806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38070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38087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38094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22864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22871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22857 絕世妖帝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2288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2289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23007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23014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2302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23069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42307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42308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423090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942320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2321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322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554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3850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3851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3852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3853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2344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2345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23465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23472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38674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43868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43869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000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23489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24035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24042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424059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424066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37059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437066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437073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437080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42407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42408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2409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2410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022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023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024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025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9424110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4127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4134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4141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4158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4165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4172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4189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4196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5506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5513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552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553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555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42556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2557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3800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3801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38025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5582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37097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33402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3419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3426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3433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3440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0558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0565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3345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33464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073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074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075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33471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33488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33495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37004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3701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43702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3703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43704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093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094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095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096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438032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38049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38056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38575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38544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38551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38568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3858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0268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0275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028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0299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859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43860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3861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943862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104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105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1067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1074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38636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38643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38650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38667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0893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0909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0916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0923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0015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0022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30039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30046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30053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864830060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4830077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1

9789864830084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1

978986483009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010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011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012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0152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0138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0145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0169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017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018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1111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1128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1135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019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483020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483021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3冊 1

978986483030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031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032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176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177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178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179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0336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0343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0350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143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144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036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037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038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1456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1463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1470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039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040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140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141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041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042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043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0664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067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068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0442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1807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0466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069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070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071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072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0459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0473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1487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1494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1500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048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049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0855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0862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0503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830510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830879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830886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83052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053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081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3082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3083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3084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30541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142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057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058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059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060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061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101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102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103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0626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0633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0640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0657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0763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0770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30787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30794 王牌神通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30992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1005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0978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0985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1081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1098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1104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1142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115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116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117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118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120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1210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122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1838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1845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119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1234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1241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1258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1265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1272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1289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1296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1302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1319 刺道天尊 成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1326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1333 醫道至尊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134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4冊 1

978986483135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5冊 1

978986483136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6冊 1

9789864831371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1388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1395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1517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1524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153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154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1555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1冊 1

9789864831562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2冊 1

9789864831579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3冊 1

9789864831586 傲天武神 九把飛刀作 初版 平裝 第114冊 1

978986483159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1609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161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162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1630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1647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1654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166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167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168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169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1708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1715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1722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1739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174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1753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186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191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192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1937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195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1975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2019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2026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2033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2057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2064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208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2132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32149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3216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217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218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219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2200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2217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2330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2248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2293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2309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2347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2354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2378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2385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2439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245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2460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2477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2484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249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2507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252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253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2545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2552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257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2583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2590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260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2613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264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2668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2675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2682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269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270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271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273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276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277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278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279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2804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281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282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284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2859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2873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251 發現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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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3918 獻給地獄廚房的情書 YE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655 探索丁玲: 日本女性研究者論集 秋山洋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662 內向者的逆襲?: 靠近黃麗群 徐秀慧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686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凃照彥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14118 獄中十九年: 韓國政治犯的鬥爭 徐勝著; 臧汝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311 紅樓夢湖濱散記: 玄武湖仲秋夜之夢: 寒塘鶴影日悠悠,月冷星移幾度秋中國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200 敦克爾克奇蹟 諾曼.格爾伯(Norman Gelb)著; 張佩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79 當水母佔據海洋: 失控的海洋與人類的危險 麗莎安.蓋西文(Lisa-ann Gershwin)作; 吳佳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86 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 莫札特書信選 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著; 謝孟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293 西貢淪陷: 美國在越南的最後時刻 鮑伯.德魯里(Bob Drury), 湯姆.克萊文(Tom Clavin)合著; 莊勝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507 意外的國父: 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汪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521 遠東的線索: 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 劉仲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538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作; 林添貴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545 愛恨,鏡像雙生的情感 毛姆等著; 王凌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6552 簡單,也是一種哲學 夏爾.瓦格納(Charles Wagner)著; 謝孟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569 未來人類: 人類將演化到哪裡去? 史考特.索羅門(Scott Solomon)作; 黃珮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569 未來人類: 人類將演化到哪裡去? 史考特.索羅門(Scott Solomon)作; 黃珮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576 古蘭似海: 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 卡拉.鮑爾(Carla Power)著; 葉品岑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583 出賣中國: 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裴敏欣著; 梁文傑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590 拒絕誘惑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它臣服: 王爾德妙語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張家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6808 真相,是世上最荒誕的笑話: 蕭伯納精言集 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著; 謝孟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6815 拒絕真相的人: 人們為何不相信科學? 莎拉.高曼(Sara E. Gorman), 傑克.高曼(Jack M. Gorman)作; 周群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822 中國為何反日?: 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 岡本隆司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839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 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余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846 鳥、藝術、人生: 觀察自然與反思人生的一年 京.麥克利爾(Kyo Maclear)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853 濫情者 胡晴舫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26

送存冊數共計：461

人乘



9789869516860 無名者 胡晴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01250 別裁 廖啟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349 試題詳解土木國家考試. 105 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8939356 100-105結構學 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8939363 100-105材料力學: 題型整理+解題剖析 九華土木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8939370 鋼筋混泥土學. 100-105: 題型整理+解題剖析 九樺土木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8939394 大地工程學. 100-105: 題型整理+解題剖析 九樺土木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37664 ㄅㄆㄇ筆順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叁幻堂工作室, 桃子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005 野生動物小百科 黃健琪, 陳蕙欣撰文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012 霸王甲蟲小百科 黃仕傑作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029 城市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036 再讀一遍格林童話 唐炘炘, 黃淑姿, 吳佩珊原作改寫; 趙珍, 劉麗琴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8043 再讀一遍安徒生童話 林韻華原著改寫; 小新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8067 再讀一遍小故事大道理 賴佳慧, 唐淑霏, 顏毓原著改寫; 積木童畫繪圖 修訂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138074 3分鐘床邊故事. 1 Jacobs等原著; Ong-Dal-Sam, Sang-Hyun Park編著; Jong-Kyun Lee, Moon-Soo Park, Virus Head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8081 3分鐘床邊故事. 2 Joseph Jacobs等原著; Ong-Dal-Sam, Sang-Hyun Park編著; Jong-Kyun Lee, Ho-Jung Jung, Virus Head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8098 3分鐘床邊故事. 3 Grimm Brothers, Gharles Perrault, Aesop原著; Ong-Dal-Sam, Sang-Hyun Park編著; Jong-Kyun Lee, Virus Head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8104 3分鐘床邊故事. 4 Grimm Brothers, Aesop原著; Ong-Dal-Sam, Sang-Hyun Park編著; Jong-Kyun Lee等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8111 超震撼甲蟲王 黃仕傑作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8128 友情分享故事: 好寶寶聽故事,學習友愛與分享!王玲等作; 周旭繪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135 智能成長故事: 好寶寶聽故事,培養想像力與觀察力!冰波等作; 周旭繪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142 品格教養故事: 好寶寶聽故事,培養品格與智慧!胡木仁, 魏亞西作; 周旭繪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159 愛心孝順故事: 好寶寶聽故事,充滿愛心並懂得孝順!胡木仁等作; 周旭繪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166 鳥類小百科 詹庚旻撰文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203 愛嫉妒的迅猛龍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三版 其他 1

9789864138210 愛發脾氣的三角龍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三版 其他 1

9789864138227 害羞的副龍櫛龍 Manisa Palakawong編;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三版 其他 1

9789864138234 3分鐘床邊故事. 5 Andersen等原著; Ong-Dal-Sam, Sang-Hyun Park編著; Jong-Kyun Lee, Virus Head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8258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畫童卡通繪圖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138265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畫童卡通繪圖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138272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畫童卡通繪圖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138371 伊索寓言 伊索原著; 畫童卡通繪圖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138289 孩子最常問十萬個為什麼: 天文.地理.自然 陳嘉娟執行主編 修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138296 孩子最常問十萬個為什麼: 水果.蔬菜.花草木 陳嘉娟執行主編 修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138302 孩子最常問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昆蟲.海洋生物陳嘉娟執行主編 修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138319 孩子最常問十萬個為什麼: 科學.人體.生活 陳嘉娟執行主編 修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138333 花卉小百科 梁曉丹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340 發現臺灣: 臺灣民俗故事 陳馨儀作; 珈米, 奇兒繪圖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8357 發現臺灣: 臺灣名人故事 林美琪等作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8364 發現臺灣: 臺灣民間傳奇 是非作; 奇兒繪圖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4138388 汽車圖鑑 敖啟恩, 康晏棋, 楊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401 動物園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張睿繪圖 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418 動物奧秘行為 楊正維, 劉芝驎作 再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138425 植物奇特生態 林書妍作 平裝 1

9789864138432 誰了解故事的啟示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4138449 誰想出故事的答案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4138456 人體大奧祕 楊顯慧作; 花大鼻小文青繪圖 平裝 1

9789864138463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崔恩圭改寫; 許延在繪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1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樺



9789864138470 希臘羅馬神話 柳英昭故事; 許延在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8487 恐龍大發現 崔有聖文; DNS05圖 精裝 1

9789864138494 宇宙大探索 陳愷褘作 平裝 1

9789864138500 數學趣味猜謎 莊思筠, 吳智仁作 平裝 1

9789864138517 誰啟發故事的機智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4138524 歷史小百科 劉瑋琦, 是非作 平裝 1

9789864138531 地理小百科 賀琪琳作 平裝 1

9789864138548 人體機智題 梁曉丹作 平裝 1

9789864138555 世界鳥巢奇觀 鈴木守作 精裝 1

9789864138579 好奇心小百科: 健康自然 楊顯慧, 游如伶作 精裝 1

9789864138586 好奇心小百科: 動物生態 楊顯慧, 陳蕙欣作 精裝 1

9789864138593 一起去海邊 仲川道子作 精裝 1

9789864138616 一起去買菜 仲川道子作 精裝 1

9789864138623 一起洗衣服 仲川道子作 精裝 1

9789864138630 我學會互相幫忙 仲川道子著 平裝 1

9789864138647 5分鐘晚安故事 Jeon Ga Young等作 其他 1

9789864138654 5分鐘親子故事 申亨信, 李奎熙作 其他 1

9789864138661 我會自己數數 仲川道子著 平裝 1

9789864138678 奇特鳥嘴: 覓食.搬運.築巢 國松俊英作 精裝 1

9789864138685 身體的祕密 鄭在恩文; 全英信圖; 林美惠譯 平裝 1

9789864138692 身體的祕密 鄭在恩文; 全英信圖; 林美惠譯 精裝 1

9789864138708 魔法郵票 小林優香子作 精裝 1

9789864138715 城市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722 恐龍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739 交通尋寶圖 鍾玉芳執行主編;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746 好習慣故事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白靜繪圖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4138753 好品格故事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輯; 白靜繪圖 修訂再版 其他 1

9789864138760 世界國旗圖鑑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777 安徒生童話 安徒生原著; 許嘉盈執行主編; 趙維明, 農彩英, 西月圖文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791 找不同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138807 找不同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138814 在哪裡?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138821 在哪裡?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138838 走迷宮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138845 走迷宮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138852 玩數學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138869 玩數學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138876 恐龍大圖鑑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883 小心啊!危險!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楊雅茹等繪圖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138890 小心啊!危險!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楊雅茹等繪圖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138906 中國節日故事 鍾玉芳執行主編; 羅門藝術中心繪圖 修訂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8913 動物大圖鑑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8920 我的生日 仲川道子著 精裝 1

9789864138937 我生病了 仲川道子著 精裝 1

9789864138944 一起捉迷藏 仲川道子著 精裝 1

9789864138951 西遊記 吳承恩作 平裝 1

9789864138968 水滸傳 施耐庵作 平裝 1

9789864138975 三國演義 羅貫中作 平裝 1

9789864138982 孩子最喜愛的動物 前田麻由美作; 吳蜜譯 精裝 1

9789864138999 恐龍大特寫 崔有聖文; DNS05圖; 高儷育, 林美惠譯 精裝 1

9789864138999 恐龍大特寫 崔有聖文; DNS05圖; 高儷育, 林美惠譯 精裝 1

9789864139019 我會自己刷牙 仲川道子著 平裝 1

9789864139064 我會自己收東西 仲川道子著 平裝 1

9789864139071 紅樓夢 曹雪芹作 平裝 1

9789864139088 400個創意手工 林敬熙, 尹珍賢, 朴善英作 精裝 1

9789864139095 我會自己認東西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118 我學會自己表達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149 我會自己玩迷宮 仲川道子著 平裝 1

9789864139156 怪獸媽媽 皮拉爾.阿爾米達(Pilar Armida)作; 迪亞哥.阿爾瓦雷斯(Diego Alvarez)繪; 林資香翻譯精裝 1

9789864139163 大象在哪裡? 書鯨文字; 尹成熙繪圖 精裝 1



9789864139170 身體大探險 崔達秀作; 林資香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4139194 神祕恐龍百科 黃淑慧文字改寫 修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139200 好寶寶聽故事: 保護自己童話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217 好寶寶聽故事: 成長學習童話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224 好寶寶聽故事: 品德培養童話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231 好寶寶聽故事: 助人為樂童話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293 友愛分享繪本: 培養寶寶良好友情品格 王玲等作 修訂再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4139309 智慧成長繪本: 培養寶寶想像力與觀察力 冰波等作 修訂再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4139316 孝順愛心繪本: 培養寶寶善良的心性 胡木仁等作 修訂再版二刷 精裝 1

9789864139323 品德教養繪本: 培養寶寶健全的人格 胡木仁, 魏亞西作 修訂再版二刷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5819 一句禪語,悟出人生: 讓煩惱轉眼消失的心靈解藥枡野俊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0866 吃對食物降血脂 何一成作 平裝 1

9789863730880 降血糖全食物密碼 何一成著 精裝 1

9789863730903 顏風水: 從面相看性格 財運 事業 健康 翊樺著 平裝 1

9789863730972 吃對食物降血壓 何一成著 平裝 1

9789863730996 吃對食物清腸又排毒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1061 吃這些食物就能消除病痛 石原結實著; 高詹燦, 黃正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146 500種醬料大全 王景茹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160 GEPT中高級全民英檢單字帶著走 Jim Foster, Christine Webb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1177 寶特瓶溫經暖絡美人操 薄井理惠作; 李詩涵, 林佳翰, 徐振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184 健康生活必知的營養常識 白鳥早奈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191 道可道神諭占卜卡 凱登卡凡作 精裝 1

9789863731214 彩虹蔬果健康飲食法: 天然蔬果含「植化素」最能保健康蕭千祐著 精裝 1

9789863731245 佛化萬相: 西藏佛像美術展 醍醐藝術作 精裝 1

9789863731252 美味蛋料理(中英對照) 陳彥志著 修訂2版 平裝 1

9789863731276 兒童英語圖典. 動詞形容詞篇 金東美作; 陳莉苓, 林銘偉翻譯 四版 其他 1

9789863731283 兒童英語圖典. 名詞篇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編; 陳莉苓翻譯 四版 其他 1

9789863731290 水果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1306 7天瘦小腹高酵蔬果汁 李婉萍作 平裝 1

9789863731320 廚房新手做菜竅門 康鑑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344 一次學會標準韓語. 1 祥明大學國際語言文化教育學院開發部著; 李海英譯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731351 腸道健康食物排行榜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1368 全食物排毒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1375 看經典名著增進英文閱讀力 威廉. H. 麥加菲主編; 莫維亞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382 正宗瑜珈入門篇 曲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412 頸腰椎保健調理 高海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429 健身教練118種技巧肌力訓練法 趙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443 瘦身排毒瑜伽美人操 矯林江, 丹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450 多肉植物花園 阿呆著 平裝 1

9789863731467 臉上氣色反映出健康狀況 豬越恭也作 平裝 1

9789863731474 好風水布局: 從風水角度告訴你居家布置的竅門佐藤秀海監修 平裝 1

9789863731481 蔬果食療對症功效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孫樹俠, 高海波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498 博奕內幕大解密: 博奕工作者經驗談 蔣岳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504 爽口涼拌菜低卡瘦身 李婉萍作 平裝 1

9789863731535 瘦身養顏蔬果汁 健康養身堂編委會編著; 孫樹俠, 于雅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542 蔬菜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1559 武媚娘傳奇 池墨作 平裝 1

9789863731566 改掉壞習慣,運氣自然好 林秀靜作; 卓惠娟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573 超級防癌食物排行榜 陳彥甫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3731580 超級排毒食物排行榜 陳彥甫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3731597 第一本分解步驟圖中式麵食點心 王景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603 分娩育兒養好寶寶 劉子霞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627 肌膚按摩: 能瘦小臉.纖美腿 岩谷恭子著; 林佳翰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634 我的14封遺書與13場神遇 蔡稀尹著 平裝 1

9789863731641 神奇手作蔬果酵素: 瘦身.排毒.抗老化 島津浩已作; 高詹燦, 蘇聖翔翻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658 營養師親身體驗瘦身輕飲食 李婉萍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1

送存冊數共計：111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3731665 就用這64招伸展操: 肩頸痠痛全消除 松本玖羅著;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672 新多益單字這樣記最有效. 基礎篇 董春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1689 經絡通百病除 郭長青作 平裝 1

9789863731702 啟動體內神醫: 自癒力 吳珮琪著 其他 1

9789863731719 圖解五官清楚易懂如何看面相 宮澤美智作 平裝 1

9789863731733 全食物瘦身密碼 李婉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740 圖解掌紋清楚易懂如何看手相: 健康、事業、財運、家庭都寫在手上!田口二州作; 卓惠娟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757 第一本步驟圖解麵包點心烘焙書 吳金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764 100%降血糖祕笈 板倉弘重著 平裝 1

9789863731771 腰痛自療: 風靡日本の驚人狂銷健腰術 銅治英雄著 平裝 1

9789863731788 0~3歲育兒大百科 細谷亮太作 平裝 1

9789863731801 日本醫生驚人的健康祕訣 秋澤壽男著; 蔡姿淳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832 圖說史記故事: 二十四史第一書 青宛作 平裝 1

9789863731849 圖說36計故事 思履作 平裝 1

9789863731894 上班這黨事: 明天,大家一起快樂去上班! TVBS作 平裝 1

9789863731900 新多益單字這樣記最有效. 實戰篇 董春磊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1917 拉筋拍打神奇效果 吳世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931 人體三通疾病遠離你 吳世楠著 其他 1

9789863731948 全食物防癌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1962 四季養生飲食祕方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吳劍坤, 于雅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979 五臟養生飲食祕方 楊玲, 于雅婷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986 魚類海鮮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1993 168道對症養生豆漿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2006 女性保健飲食祕方 尚云青, 于雅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013 健康長壽飲食祕方 于雅婷, 成澤東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020 日本骨科名醫治好腰痛祕訣 久野木順一作 平裝 1

9789863732037 不可思議神奇經絡按摩保證讓你瘦 渡邊佳子著; 李惠芬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2044 看懂健檢報告守護健康 和田高士監修 平裝 1

9789863732051 小腿肚是第二顆心臟: 揉揉小腿肚,迅速舒緩身體不適小池弘人, 針生信監修;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2068 看漫畫輕鬆學英文 金賢作; 易人外語教研組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2082 曲黎敏人體自癒妙藥 曲黎敏, 陳震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099 家常菜烹飪訣竅全公開 王景茹著 平裝 1

9789863732105 肉類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2112 男性保健飲食祕方 高海波, 陳飛松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129 聚焦全世界 舒夢蘭著 平裝 1

9789863732235 養瘦變美超簡單 蔡宗樺, 陳峙嘉合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242 免疫力強化大作戰: 免疫力提升!百病不生! 石原結實著; 郭玲莉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259 天然蔬果健康養生法: 5色蔬果是健康特效藥 蕭千祐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10 跟著老外說英語: 不用出國，零時差學習 人類智庫編輯部編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2372 圖說中國野史 北京國際文史推廣協會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89 圖說歷史未解之謎 北京國際文史推廣協會編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402 每天30分鐘,培養英文口語力. 基礎篇 朴光熙編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2419 如何培養高EQ孩子 陳美儒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3732426 懷孕安胎養身大全 邵玉芬, 許鼓 曹偉主編 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2471 教你這樣做飯糰壽司 王景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488 蔬果汁蔬菜湯自然養生法: 防癌X排毒 雙效合一,喝出超強健康力李婉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518 腎臟病食療保健全書 陳彥成著 平裝 1

9789863732532 健檢報告異常你該怎麼辦? 鷲崎誠作;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2549 進食還是進毒: 殘餘農藥及添加物食物真相令人害怕增尾清作; 李詩涵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2556 漂亮女孩,來玩配色魔法! iyamadesign作; 王瑞揚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2563 你還在背單字嗎?: 字首.字根.字尾記憶法 蘇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2570 教你做出低糖甜點 日高宣博著; 林安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594 腸保健康便祕不再來 焦耐芳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624 利用寶特瓶栽種蔬菜: 自己在家用水耕法栽培 吉川泰正作; 李詩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631 圖解新鮮蔬菜自己種 福田俊著; 楊毓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648 古代建築這麼蓋,原來有玄機 孫德剛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32662 探索西藏祕境 馮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32679 神祕生物未解之謎 江晃榮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32686 神祕現象未解之謎 廖惠玲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32693 外星人檔案未解之謎 江晃榮作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32709 人體特異功能未解之謎 廖惠玲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32730 李建軍教你解開手相密碼 李建軍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32754 飲食宜忌大百科 鄭金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863 蔬菜這樣吃最健康: 天然蔬食吃出神奇自癒力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1870 男人保健飲食祕方 高海波, 陳飛松主編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731887 曲黎敏人體自癒妙藥 曲黎敏, 陳震宇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3732150 降血糖全食物密碼 何一成著 平裝 1

9789863732174 這些常用詞的意思原來是怎樣? 默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2181 降血脂全食物密碼 何一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198 肉類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2204 吃對食物好孕養胎 林禹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211 習近平時代: 通往中國夢大戰略 熊玠主編 平裝 1

9789863732457 習近平時代: 通往中國夢大戰略 熊玠主編 精裝 1

9789863732266 食林改錯: 七大排毒迷思 李芬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280 生肖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6年 李建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273 星座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6年 李建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297 血型運程每天幫你解運勢. 2016年 李建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03 喝酵素斷食排毒 日本酵素斷食法研究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27 解決烹飪疑難雜症 主婦之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41 12時辰健康養生法 王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5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活出美好人生 加措仁波切作 平裝 1

9789863732396 日本名廚絕技經典義大利麵: 100道極致美味的經典義大利麵新大谷飯店監修; 黃瓊仙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433 幫愛犬算命: 用狗狗姓名解析心思 姚本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464 化妝品廣告騙術 小澤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723 嘻嘻哈哈看圖學英文單字 沈載京, Kevin Kilgor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2761 全食物營養大師 李婉萍著 精裝 1

9789863732785 Girl's design materials甜美女孩插圖素材集 Mitsuko Haino作; 王瑞揚譯 其他 1

9789863732792 健康65法則徹底消除病痛 長尾羊生乎作; 林佳翰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2808 汽車叭~叭~叭~ 冬野一子作;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15 火車嗚~嗚~嗚~ 冬野一子作;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22 特殊火車噗~噗~噗~ 冬野一子作;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39 建設公司老闆教你如何買對房子 楊雅婷作 平裝 1

9789863732846 小車車 過山洞 山本省三文; 市原淳圖;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53 消防車 來幫忙 山本省三文; 市原淳圖;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60 挖土機 好神氣 山本省三文; 市原淳圖;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77 紅綠燈 真有趣 山本省三文; 市原淳圖;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84 公車 開來了 山本省三文; 市原淳圖;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891 泡泡超人愛頭髮 平瀨貴文作 精裝 1

9789863732907 蔬果汁蔬菜湯自然養生法: 防癌X排毒 雙效合一,喝出超強健康力李婉萍著 平裝 1

9789863732914 全食物防癌密碼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2914 全食物防癌密碼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2938 魔女維尼的神奇文法書 朴魯薇作; 高儷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2945 森林裡奇妙昆蟲: 雜木林生物繪本 谷本雄治作; 李惠芬譯 精裝 1

9789863732952 小火車 過鐵橋 山本省三文; 市原淳圖; 王瑞揚譯 精裝 1

9789863732969 醫生完全否定的健康常識 岡田正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976 創意串珠自己做幸福手環 aY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983 手作潮流風麻繩與天然石巧思串珠 成文堂新光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990 100種人氣早餐三明治: 蔬菜、肉類、甜餡,怎麼搭都好吃學研出版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003 斷醣減肥: 兩週就瘦3公斤! 関根有希絵作; 吳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010 輕塑身兩週打造完美曲線 廣瀨統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027 撞遊美國: 火柴青年X五千哩路 余茂愷等著 平裝 1

9789863733034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這本書幫你搞定戀愛、職場的人際關係!涉谷昌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041 蔬菜這樣吃最健康: 天然蔬食吃出神奇自癒力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3058 常見病食療百科全書 陳峙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065 特戰精銳: 揭祕世界各國特種部隊 鐵血圖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33089 春夏秋冬種多肉: 131種景天科品種 二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119 一次學會標準韓語. 2 祥明大學國際語言文化教育學院開發部著; 李海英, 袁青月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3126 這樣按摩就會美 CHIHIRO著;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133 成功者把話說到心坎裡,失敗者說話沒有重點 松橋良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140 生病看中醫好,還是西醫好? 黃宗瀚, 索承美作 平裝 1



9789863733157 武士道精神: 100句武士名言 新渡戶稻造著; 林奧倫譯 平裝 1

9789863733164 素食這樣吃最健康: 營養師特調素食+健康烹調法=食在好安心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3171 驚豔奧地利 洪繡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188 心想事成的吸引力法則 奧平亞美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01 雜談力: 不管跟誰都聊得來 安田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18 致富祕笈: 招財開運秘笈998招 王學典作 平裝 1

9789863733096 玩多肉盆栽: 一本讓你從此愛上多肉的書 二木作 平裝 1

9789863733225 對狗狗說英文: 汪汪圖像聯想記憶法 中田達也, 水本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3249 8秒鐘臉部按摩打造Q彈肌膚 奧山留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56 我選擇不得癌症: 有九成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 秋津壽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63 日本第一名醫公布錯誤飲食真相 內海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70 與神對話: 解開你的人生疑問 金城幸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87 高材生的讀書術: 過目不忘的記憶法 樺澤紫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300 家常菜這樣吃最健康: 百變料理吸收全營養,打造燃脂健康力!陳乃嘉著 平裝 1

9789863733317 瘦身蔬果汁輕斷食 林郁茹編審 平裝 1

9789863733324 輕斷食排毒瘦身餐: 營養師每週2天輕斷食 歐陽鍾美審定作者 平裝 1

9789863733331 了解未來運勢看手相 丸井章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355 驚豔奧地利 洪繡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3362 太陽的後裔 金銀淑, 金沅奭劇本; 孫賢京小說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33409 太陽的後裔 金銀淑, 金沅奭劇本; 孫賢京小說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733379 能幹的孩子是媽媽教出來的 杉山由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393 如何教出有邏輯力的孩子 三浦俊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416 好好說話.說好話 學誠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3733423 陽台種菜 主婦之友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430 常見病食療大百科 陳峙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461 雞祥如意開運農民曆. 2017 湯鎮瑋作 平裝 1

9789863733478 環境養生做得好健康快樂活到老 李建軍作 平裝 1

9789863733485 參悟漢字玄機改變一生命運 李建軍作 平裝 1

9789863733492 陰陽平衡五行調和的養生祕訣 李建軍作 平裝 1

9789863733553 人生斷.捨.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加措仁波切作 平裝 1

9789863733508 人生斷.捨.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加措仁波切作 精裝 1

9789863733515 沉思錄 一念之間改變人生: 思路決定出路 馬可.奧里略原著; 鄭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3522 二仟萬人喜歡的家庭烘焙 朴貞美著; 林筱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546 李建軍解開面相密碼 李建軍作 平裝 1

9789863733584 不要想太多要做才會贏: 7天改掉你拖延的壞毛病佐佐木正悟著 平裝 1

9789863733591 人間佛陀釋迦牟尼 錢文忠作 平裝 1

9789863733607 2017年最新版預防腦中風 內山真一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614 沉思錄: 一念之間改變人生 馬可.奧里略原著; 鄭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621 日本祕境溫泉: 一生必去的35個療癒溫泉輕旅行Inpainterglobal作 平裝 1

9789863733645 背包客必走的日本鐵道私旅 Inpaintergloba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652 日日蔬食健康100分 歐陽鍾美審定作者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669 超激瘦推脂 中島絹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676 最後一次減肥絕對成功 石川善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690 帶你玩創意多肉盆栽 田編正則作 平裝 1

9789863733706 師任堂: 光的日記 朴垠玲作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33713 師任堂: 光的日記 朴垠玲作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33751 國中小學生必考1200英文單字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3782 顛覆醫療革命 朝日新聞出版編輯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324 睡覺囉!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文;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31 玩遊戲 道恩.西里特(Dawn Sirett), 莎拉.戴維斯(Sarah Davis)文;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48 好棒的遊樂園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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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31346 馴字的人: 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事 虹風等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09

送存冊數共計：214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小書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4995 別笑我! 我的瘋狂求美記 吳嘎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6607 當勝女尬上剩女 陳秀珠文字; 王薔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6676 睡不著的時候歡迎光臨! 夜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058 批貨開店教戰手冊 Mi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072 九型人格讀心術超強實用版 杜怡青作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71 媽咪的專科便當 Colett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088 宜蘭100大食x宿x玩 鄭小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336 不要命的死神. 2 宮西達也作.繪; 游珮芸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269 故里 張悅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389 客語版植物系列故事: 圓粄花與夜合 邱春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45984 良師益友活動精采集 臺北師範45級普師科白虹班主編 平裝 1

9789579845984 良師益友活動精采集 臺北師範45級普師科白虹班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451 轉念,成就事業的關鍵-建築師林長勳的經營智慧林長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6681 東海光.景: 風景情境與媒材可能性的創作思考 李貞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1397 蕩寇志 俞萬春撰; 侯忠義校注 初版 平裝 2

9789571462783 哈佛英聽講堂 曾郁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62837 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 孫文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462868 不煩歲月 王淑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882 族譜學論集 陳捷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905 摸摸看!我的超大啟萌書 米雪兒.卡斯蘭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912 新譯李白文集 郁賢皓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936 爺爺的神祕巨人 大衛.里奇斐德(David litchfield)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943 生老病死間的大哉問 黃珮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950 新譯圍爐夜話 馬美信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967 山洞裡的小不點 羅伯.哈吉森文圖; 黃聿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2974 韓國史: 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朱立熙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2998 新譯浮生六記 馬美信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018 人生中場拉警報!: 財富、健康、人際關係一網打盡,遠離老後貧窮的惡夢王乾任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方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客家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三之三文化



9789571463032 頌歌集 泰戈爾著; 糜文開譯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3049 密爾頓.赫爾希: 巧克力天才 張燕風著;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056 史蒂文生 李民安著; 林欣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063 新月集 泰戈爾著; 糜文開譯 七版 平裝 1

9789571463070 漂鳥集 泰戈爾著; 糜文開譯 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3087 國際貿易法規 方宗鑫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3094 達利 莊惠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100 宋元爭霸戰 曾双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124 戲曲學. 四, 「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曾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131 會做人,才能把事做好 王淑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3148 人際關係與溝通 王淑俐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3155 消費者行為 沈永正著 修訂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3162 債法總論實例研習: 債務不履行及其他債編問題劉昭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209 小旅鼠向前衝! 約翰.布里格斯文; 妮可拉.史雷特繪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278 歷史 杜欽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7715 回歸自然經絡(導引秘笈) 廖清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0432 紫斑蝶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49 紫斑蝶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56 雁行千里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63 雁行千里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70 飛翔的魚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87 飛翔的魚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494 鷹揚萬里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00 鷹揚萬里 黑白鴿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17 迷路遇見花 洪振發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24 迷路遇見花 洪振發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002 Delphi跨平台資料庫程式設計火速上手 吳宥儒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104 Talk to Quqnyin與觀音的對話 林雯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489 杜威教育理念剖析 林麗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7414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1: 遺傳與血型 BomBom Story文; 劉永承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421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2: 疾病與健康 BomBom Story文; 金大志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605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1: 交通工具 BomBom Stoty文; 李正泰圖; 劉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957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3: 人體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995 我的人體實用手冊: 看圖就能懂的生命奧秘 英國DK出版社(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著; 全通翻譯社譯 精裝 1

9789863428121 寂寞的大狗 奈良美智文.圖; 王筱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152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4: 青春期與性 BomBom Story文; 張昊燦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匠之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朵夏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上印山商業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羊文化



9789863428282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4: 電腦與資訊科學 BomBom Story文; 劉永承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299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3: 尖端科技 BomBom Story文; 李斗源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336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2: 發明與發現 BomBom Story文; 金大志圖; 林侑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350 漫畫大英百科. 科技. 5: 機器人 BomBom Story文; 鄭潤采圖; 劉徽譯 精裝 1

9789863428374 持之以恆這麼簡單!培養毅力的47個絕招 黃銀瑛作/繪; 許竹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398 明日數學王: 表格與圖表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428411 地底世界歷險記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8435 猜猜我在比什麼? 吉竹伸介作.繪;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442 占星求神不如問哲學: 向古今60位最重要哲學家學思考,從愛恨生死柴米油鹽到人生根本,所有問題通通有解!富增章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459 移動迷宮起源: 閃焰密碼 詹姆士.達許納(James Dashner)著;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8466 一筆搞定!手寫英文藝術字與裝飾 彭冠傑著 平裝 1

9789863428473 汽車總動員. 3: 閃電再起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文;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圖; 莊璧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480 汽車總動員最新版全圖鑑 美國迪士尼公司文;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圖; 莊璧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497 用手指思考!幾何摺紙摺出數學力x想像力x記憶力衫之原真貴作; 亞緋瑠譯 平裝 1

9789863428503 汽車總動員冒險故事集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ists繪; 溫力秦譯 精裝 1

9789863428510 高敏感是種天賦: 肯定自己的獨特,感受更多、想像更多、創造更多伊莉絲.桑德(Ilsa San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541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5: 演化 Bombom story文; 金德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558 我們都會好好的: 不安沒關係,脆弱與寂寞也沒關係,今天的你會很好,明天也是肆一作 平裝 1

9789863428565 科學實驗王: 速度與速率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428565 科學實驗王: 速度與速率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3428572 失控的自信: 拿掉自大,你的自信才攻不可破! 萊恩.霍利得(Ryan Holiday)著; 李之年譯 平裝 1

9789863428589 插畫隨行本3000: 3種人氣插圖x簡單配色x可愛字型x生活應用MIA, 大宇人, 何大栗作 平裝 1

9789863428596 茶杯裡的風暴: 丟掉公式,從一杯茶開始看見科學的巧妙與奧秘海倫.澤爾斯基(Helen Czerski)著 平裝 1

9789863428602 讓屁股笑起來!體年齡-12、改善腰背膝痛,喚醒臀肌的精華訓練!筋肉媽媽著 平裝 1

9789863428619 世界不會變好,但你可以 盧建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626 不離職創業: 善用10%的時間與金錢,低風險圓創業夢,賺經驗也賺更多派翠克.麥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著; 林麗雪譯 平裝 1

9789863428633 你的個性,決定你該怎麼瘦: 減肥無法一體適用,針對5大個性量身打造,4週輕鬆瘦!珍.魏德史頓(Jen Widerstrom)作; 陳佩筠譯 平裝 1

9789863428640 我如何忍住不踹孩子的爸: 不要在該溝通時選擇暴走,專治老公耍廢、耳背、扯後腿的換位思考珍西.唐恩(Jancee Dun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657 致,被兒子搞瘋的媽媽: 秒懂兒子心事,療癒媽媽心靈,不吼不叫也能養出好兒子崔民俊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863428671 今天,因染上妳的顏色而幸福著 0號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695 順著節氣一日一按,365穴位養生全圖典 秦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701 100歲的我 人生不勉強: 阿嬤醫師的心靈雞湯 看似不方便的事,其實對自己正好高橋幸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725 科學發明王. 15: 最喜歡的發明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749 上海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756 我看見、我知道、我思考: 大人都忘了...那些簡單卻重要的小事中島芭旺作; 丁世佳譯 平裝 1

9789863428794 七秒選對葡萄酒: 一眼看懂產區、品種、香氣、價位與餐酒搭配的最強圖表選購指南Hachettc Pratique編輯部作; 范堯寬譯 平裝 1

9789863428800 哈佛教你做出好圖表: <>首度傳授高說服力的資料視覺化技術史考特.貝里納托(Scoot Berinato)著; 陳玉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831 是誰偷走你的快樂?: 扭轉我執思考,三步驟找回與生俱來的快樂約翰.伊佐(John Izzo)著; 張家綺譯 平裝 1

9789863428886 請問呂律師: 關於愛與婚姻的練習題 呂秋遠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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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110490 大偵探聰明推理遊戲: 破案契機 沈家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490 大偵探聰明推理遊戲: 破案契機 沈家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13 最好玩最刺激的探險思維遊戲 吳湘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13 最好玩最刺激的探險思維遊戲 吳湘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20 職場真麻煩: 做人比做事難 麥筱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0537 打人不打臉,說人不說短: 46則人際關係學中的黃金定律王泓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44 正妹不告訴你的事 博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0551 你不會再被騙: 識破真實的謊言 周儀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216 拍案叫好!: 史上最精采的法拍屋案例操盤內幕無私全揭露蘇小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216 拍案叫好!: 史上最精采的法拍屋案例操盤內幕無私全揭露蘇小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6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於創意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8410 銅銦鎵硒化物薄膜太陽能電池鉬電極層、吸收層、緩衝層結構及製程參數對電性之影響專利系列技術研究報告張子欽著 平裝 1

9789868178427 銅銦鎵硒(CIGS)化合物太陽電池之原件膜層特性及製程裝置優化: 系列成果技術報告張子欽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208 釋放鵝卵石的靈魂: 大度山石雕研習營作品集. II: 2017小品石雕展林先茂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030 正義的霸凌: 主管、熱心鄰居、好心同事、家人.....這些人的好意反而讓我很受傷,我改怎麼回應反擊?梅谷薰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047 當世界不使用鈔票: 加密數位資產革命,將改變人類的消費、經營、投資與避險,臺灣遠遠落後、你萬萬不能劉振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054 油價決定者: 他的一句話直接影響油價、一個動作震盪世界經濟,沙烏地阿拉伯油王告訴你,世界權力如何運作!阿里.阿爾奈米著; 易敬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078 直播獲利全攻略: 從網紅主播、幕後推手到平臺經營,立馬搞懂直播產業鏈與周邊商機李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085 被遺忘的國境太平島: 從日出到日落,從東沙到南沙,海巡分隊長侯建安帶你一窺國際紛爭中,被臺灣人遺忘的美麗淨土侯建安著 平裝 1

9789869458092 吃一口薑黃,打開身體自癒力: 天然的最佳抗生素,一天吃三次,韓國名醫連吃八年,效果有如不必動的有氧徐載杰著; 林育帆譯 平裝 1

9789869481113 晨星定時投資法,最快存到100萬: 每月6000元,電腦幫你篩選,隨時買不隨便賣,放著不管也賺到立業成家的這一桶金朝倉智也著;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9481120 茶水間的數學: 學校這樣教就好了,光靠死背沒有用,每個公式、定理,都是一則思考的故事笹部貞市郎作; 文子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81137 007真有其人,孤膽寫歷史的間諜之王: 是惡棍也是英雄,是騙子也是忠臣,英國情報員波波夫三面間諜,改寫二戰史.FBI、MI6封鎖50年資料,獨家解密賴瑞.羅夫提斯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144 購物氛圍的心理學: 消費世界,人人都有一個燃點,商家用哪些心理技巧燃起你的購物欲望,買到你不要不要?橫山信弘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151 太平洋的大歷史: 偉大航海家這樣改變了自己和東西方的文明與國家命運約翰.鄧摩爾(John Dunmore)著; 楊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168 致現任: 有些人永遠是現任,有的人老是變前任,前老闆、前男友、前女友、前好友賞給我的人生智慧芝士就是力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175 強迫行為的心理學: 每個人都有「不做,就很難過」的事:狂洗手、猛整理、囤積、做完特定儀式才開始......有所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強迫行為雪倫.貝格利(Sharon Begley)作; 廖桓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182 成熟大人回嘴的藝術. 2: 做人要厚道,回嗆要夠辣片田珠美著;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9511605 躁動的美元: 明明是金融危機的源頭,卻又是國際關鍵貨幣的龍頭,美元果真大到不能倒嗎?該繼續持有,還是快快退場?鄭弼模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29 你問的問題,決定你是誰: 為什麼企業要花大錢,只為了請他來問問題?因為人通常自己有答案,但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粟津恭一郎作;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36 眼科醫師自己在用的視力回復法: 獨家附贈五張檢查表,視力改善操,遠離近視、老花、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白內障、青光眼本部千博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43 大人の夢 餐飲店創業聖經: 第一次開餐飲店就賺錢,1個公式、3種方法,按7步驟最詳盡實戰手冊<>編輯部著;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0766 獨眼孫悟空 張嘉驊文; 南君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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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0780 海龍.改改 張國立文; Croter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0797 搭便車 貓小小文; 貓魚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00 一直一直躺著睡 陳沛珛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17 小班 李若昕文.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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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19031 妖怪新聞社. 2: 止不住的哈啾與癢癢事件 王宇清文; 六十九圖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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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19055 再玩一下下嘛! 李憶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62 麻達快跑 陳榕笙文; 貓魚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086 我的弱雞爸爸 王文華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9093 大嘴龍牽紅線 王文華文; 林廉思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508 斑馬老師的教師節 王文華文; 許臺育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809 網開醫面:網路成癮、遊戲成癮、手機成癮必讀書籍林子堯,謝詠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09 網開醫面:網路成癮、遊戲成癮、手機成癮必讀書籍林子堯,謝詠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47 網開醫面: 網路成癮、遊戲成癮、手機成癮必讀書籍林子堯, 謝詠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54 醫院也瘋狂. 7 林子堯, 梁德垣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也是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社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度山石雕研習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00736 全國最窮的男人: 發財日記 重慶老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00750 一個人獨立生活手帳: 一個人獨立,要過得更好!吳欣樺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00767 大家的健康日記&手帳 吳欣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538 小品盆栽造景樂: 初次栽培美莉妝點! 松井孝監修;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45 冷熱都可以!燜燒罐潛能食譜 金丸繪里加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52 禮儀師的黑色幽默日常 緒方千恵作;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69 室內園藝綠化樂: 室內也能享受綠意的小盆栽!主婦の友社編;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76 剩餘食材保存罐: 健康又惜福! 谷島聖子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83 如果可以被喜歡,誰想被討厭?: 人際關係駕馭心理學涉谷昌三作; 蔡晉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590 雜木庭園設計 享受自然美好生活: 蘊藏安穩的樹木力量高田宏臣作;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01 免捏棒狀飯糰: 只要1.2.3步驟,美味可愛好棒棒 檀野真理子作;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18 蘇格蘭威士忌的奇幻迷宮 和智英樹, 高橋矩彥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9495 迷戀音樂的腦 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作;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354 比你想像的更迷人!看地圖、遊世界、學地理: 認識我們的世界海瑟.亞莉珊卓(Heather Alexander)著; 梅雷迪思.漢米爾頓(Meredith Hamilton)繪; 黃書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0378 聚落的一百個教誨 原廣司著; 黃茗詩, 林于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0385 神的演化: 西方三大一神教的起源.衝突與未來 羅伯.賴特作; 梁永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0392 請回答吧,藝術!: 謝謝你說看不懂:森村泰昌的藝術問答室森村泰昌作; 張明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06 我能夠認識並主宰自己嗎?: 建構自我的哲學之路侯貝(Blanche Robert)等著; 梁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13 艾德爺爺陪你畫世界 艾德.安柏利(Ed Emberley)作; 郭純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20 艾德爺爺陪你畫表情 艾德.安柏利(Ed Emberley)作; 郭純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37 艾德爺爺陪你畫動物 艾德.安柏利(Ed Emberley)作; 郭純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44 海柏利昂的殞落 丹.西蒙斯(Dan Simmons)作; 景翔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92751 艾德爺爺陪你畫車子 艾德.安柏利(Ed Emberley)作; 郭純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68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貝塞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作; 劉思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75 茶道: 茶碗中的人心、哲思、日本美學 岡倉天心作; 王思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2782 藝用3D人體解剖書: 認識人體結構與造型 烏迪斯.薩林斯(Uldis Zarins), 山迪斯.康德拉茲(Sandis Kondrats)著; 黃宛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2799 小王子的領悟 周保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4208 樂園的復歸?: 遠古時代的性如何影響今日的我們克里斯多福.萊恩, 卡西爾達.潔莎著; 謝忍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33449 還原真實的三國歷史 李安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463 複方治大病 吳海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00 齊氏醫話醫案集 (清)齊有堂原著; 張存悌, 張澤梁編校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517 陳氏太極拳基礎入門 陳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531 以心悟道練太極: 從一點不會到太極拳高手 劉駿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48 少林拳法秘傳少林十二式 許禹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62 醫理求真: 中醫形上特性還原 李致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79 冠軍教您養生功: 八段錦 董國興, 甘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86 楊澄甫太極拳體用全書 楊澄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93 楊澄甫太極拳使用法 楊澄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09 醫醫: 告別中醫西化 李致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16 湯氏拳術 湯吉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23 冠軍教您養生功: 十二段錦 董國興, 甘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30 八極拳 武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家

大原文化



9789863461647 劈掛拳 武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54 三爺劉晚蒼武功傳習錄 劉源正, 季培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61 盧式心意六合拳開拳 余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678 中醫臨床辨惑 李致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85 拳理說與識者聽 蘇峰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692 陳微明太極拳術 陳微明著; 二水居士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08 陳微明太極答問 陳微明著; 二水居士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15 陳微明太極劍 陳微明著; 二水居士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22 圖解脈診入門 周幸來, 周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39 <>與佛道 劉欣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46 須臾之道: 汪永泉傳楊式太極拳理法探索(老六路)張海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53 彈腿拳 武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60 柔術入門 殷李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77 醫學三字經應用新解 范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784 張策傳楊班侯太極拳108式 張喆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682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3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699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4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06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2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13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3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20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4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37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6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44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7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51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8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68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0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75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5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82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5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399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6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05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7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12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8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29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10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36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67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清)西有沙門蕅益智旭解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81 梵網經菩薩戒增益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02 火焰化紅蓮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19 圓覺抉隱 王驤陸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498 大乗妙法蓮華經 (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26 心賦註 永明智覺禪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33 妄盡還源觀今說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64 梵網經菩薩戒本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57 佛法的未來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40 萬善同歸集 (宋)永明智覺禪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1471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9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0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 (唐)翻經沙門法藏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26 藥師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901 伍眾會計劃: 劉和讓 劉和讓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245 世界上最棒的貓 樋口裕子(Higuchi Yuko)著; 張桂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269 生命從臭襪子的細菌開始: 給小小科學家的生命演化入門楊.保羅.舒滕(Jan Paul Schutten)著; 福樓.李德(Floor Rieder)繪; 林敏雄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山脈計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079 烏鴉女孩 耶里克.艾克索.頌德(Erik Axl Sund)著; 謝儀霏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70086 烏鴉女孩 耶里克.艾克索.頌德(Erik Axl Sund)著; 謝儀霏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337 伊豆之旅 川端康成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344 不道德教育講座 三島由紀夫作; 邱振瑞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1351 地獄變: 人性欲望的極致書寫,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芥川龍之介著; 銀色快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1368 素描的樂趣: 一支筆畫出無限想像-從塗鴉到插畫,新手也能輕鬆學會的3項繪畫基本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奕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1375 虛擬貨幣革命 保羅.威格納, 麥克.凱西著; 林奕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1382 葉櫻與魔笛 太宰治作; 銀色快手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1399 跳痛的愛: 從不安與憤怒中找回自我信任,擺脫戀愛中的情緒勒索蘇珊.佛渥德, 克雷格.巴克著;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105 小說燈籠 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112 漫畫解決問題的技術: 四大步驟快速通關,一生受用的策略思考,也是解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河瀨誠著; 梅屋敷mita繪;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129 素描的原點 安德魯.路米斯著; 吳郁芸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03136 肉體學校: 三島由紀夫超越時代的異色戀愛小說,現代人不容錯過的上級戀愛聖經三島由紀夫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143 血戰華爾街: 驚爆投資銀行內幕,巴菲特與合夥人蒙格推薦必讀法蘭克.帕特諾伊作;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64 陶玻情緣: 生活應用科技系陶玻組畢業展. 106級陳永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91771 老屋情懷: 尋覓傳統建築的味道: 莊興惠水彩畫集莊興惠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8888 政治抱歷: 小英性交權用幾次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7318 身體.意識.空間的顯現 陳宇進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168 觀心: 當代水墨的新足跡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1168 觀心: 當代水墨的新足跡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11182 凝視的幻化: 曲德華個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02 國際當代管理論壇論文集. 2017 羅世輝, 陳玉芬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82 國際企業暨關係管理跨領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洪朝陽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75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八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國際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葉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博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華科大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8014 嘛呢石,靜靜地敲 萬瑪才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21 聽見聲音的地景: 100種聆聽與聲音創造的練習R.莫瑞.薛佛(R. Murray Schafer)著; 趙盛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38 物理治療師教你,打球受傷怎麼辦 陳昭瑩, 張逸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45 10倍速時代: 唯偏執狂得以倖存!英特爾傳奇CEO安迪.葛洛夫的經營哲學安迪.葛洛夫(Andrew S. Grove)著; 王平原, 羅耀宗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8052 森林裡的陌生人: 獨居山林二十七年的最後隱士麥可.芬克爾(Michael Finkel)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69 女子翻轉 謝馬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69 女子翻轉 謝馬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076 惡魔學者 安德魯.派柏(Andrew Pyper)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137 乒乓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8083 乒乓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38090 乒乓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38106 乒乓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138113 乒乓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138120 乒乓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138144 薛西弗斯的神話: 闡述荒謬哲學的評論文章 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151 反抗者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作; 嚴慧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8168 給孩子的古詩詞 葉嘉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175 山海經圖鑑 李豐楙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182 (Q&A a Day for Kids)給孩子的每日一問: 三年日記貝西.法蘭可(Betsy Franco)著; 許恬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199 那不勒斯故事. 3, 逃離與留下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05 幻獸樂園: 優遊在山海祕境的奇思妙想 李濰美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29 幸福三次方逆轉勝的人生故事 羅秋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7598 品味選擇題: 隱藏在Netflix、Spotify播放列表、亞馬遜評分中,推薦「你可能也喜歡」的思維演算祕密湯姆.范德比爾特(Tom Vanderbilt)著; 吳家恆, 趙盛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36 阮是漫畫家 阮光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43 獨居日記 梅.薩藤(May Sarton)著;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50 水滸108將 施耐庵原著; 蔡志忠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912 第一次當網紅就上手 余啟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905 Easy Korean for foreigners Easy Korean Academy著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4912 Easy Korean for foreigners Easy Korean Academy著 第1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424929 Easy Korean workbook for foreigners Easy Korean Academy著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4936 Easy Korean workbook for foreigners Easy Korean Academy著 第1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426 日本語能力試験完全模試.解說N3 渡邉亜子等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433 日本語能力試験完全模試.解說N5 渡部亜子等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440 日本語能力試験完全模試.解說N4 渡部亜子等共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457 生活日本語教室. 初級4 宿谷和子, 天坊千明, 森佳子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464 台湾から見た日本事情: 生活.社会編 方献洲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471 伸びる日本語会話: 延伸日語會話力 張汝秀等著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840 經典圖像小說: 阿爾卑斯山的少女 喬安娜.史畢利原作; 山田牛午漫畫; 三原哲也腳本; 陳姿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864 花季女孩: 到底誰有公主病? 魏柔宜作; 徐尚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871 我要當假面騎士! 信實作;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1888 1數到100的故事 田村太平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新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6

子瑜文創



9789869451895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6卷: 文藝復興與大航海時代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城爪草漫畫; 李彥樺,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601 我要當假面騎士!. 友愛篇 信實作;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618 我是小小程式設計師: 自學Coding一玩就上手 馬爾克‧斯科特作; 米克.馬斯東繪; 周怡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625 地震了!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國崎信江文; 鄧吉兒翻譯; 福田岩緒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632 龍族英雄(狴猂): 駛向地獄的列車 陳沛慈文; 楊雅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649 我要當假面騎士!. 自省篇 信實作;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656 我是孫子 板橋雅弘文; 西村敏雄繪;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4663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佩佩的第一副眼鏡 姚資竑文字編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670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喬治的新恐龍 姚資竑文字編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687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佩佩去露營 姚資竑文字編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694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五輯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 姚資竑翻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506304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五輯(粵語版)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 姚資竑翻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506311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7卷: 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澤邊有司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東園子漫畫; 李彥樺,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6328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資源回收真好玩 姚資竑文字編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335 勇往直前: 50位傑出女科學家改變世界的故事 瑞秋.伊格諾托夫斯基文.圖; 趙永芬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6342 願望小郵差 王宇清文; 吳雨蓁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06359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童嘉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06373 天空色的種子 中川李枝子文; 大村百合子圖; 艾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06380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8卷: 美國獨立與南北戰爭澤邊有司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瑞樹奈穗漫畫; 許郁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808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9卷: 列強的世界殖民與亞洲的民族運動近藤二郎監修; 小坂伊吹漫畫; 許郁文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680 夏日車魂: 環法賽百年傳奇 楊.柯萊尼(Jan Cleijne)著; 李智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697 麵包師之旅 陳穩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703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1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360 連稅務人員都跟他學的財報課: 用3張表格,看透一家公司不能說的祕密國貞克則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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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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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8122 為何有錢人都用EXCEL輕鬆存1,000萬?: 富爸爸教你30招致富祕笈,就算薪水2萬5也能翻身!艾莉思著 平裝 1

9789869458139 散戶建築師教你畫K線矩陣圖: 一出手勝率70%涉谷高雄著; 石學昌譯 平裝 1

9789869458146 說話超有趣,逼得每個人都愛你的62個技巧: 耶魯、康乃爾50所名校的心理實驗,教你如何表達最得人心!內藤誼人著;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458153 頂尖團隊是如何自我管理: 用1張「職場環境量表」,看出戰友出了什麼問題!見波利幸作; 林佑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8160 態度致勝: 多數的成功是等待對的時間做對的事!俞敏洪著 平裝 1

9789869458177 Google、Apple、P&G如何看到10,000倍的市場缺口: 大爆發的業績,得從「假設」思考做起!高野研一著; 王郁雯譯 平裝 1

9789869458184 企管顧問教你達成目標的時間順序法: 豐田專業經理人、NASA科學家都在用的40種專注法則西村克己著; 王珮羽譯 平裝 1

9789869458191 業務之神的筆記: 寫下來、問對問題,讓「99%的成交」靠你更近!優渥誌編輯部作 平裝 1

9789869498906 善良者必懂的49個暗黑賽局: 明白「人性厚黑心理」,就能讓成功變得理所當然!田村耕太郎作;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937 金牌律師教你誘導人心的66個回話藝術: 解決你在工作與生活中,遇到拒絕請託、陌生邀請、問出實話等難題!谷原誠著;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9498944 商學院MBA無法教的核心賣點: 行銷之神傑.亞伯拉罕,教你賣到手軟的66種銷售引導術!杜云安作 平裝 1

9789869498951 哈佛畢業的企業家教你35個致富細節: 為何奇異前總裁傑克.威爾許,喜歡在餐巾紙上做「筆記」?郝言言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6357 這是我的! 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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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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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7101 彩虹花 麥克.格雷涅茨(Michael Grejniec)文.圖; 陳珊珊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118 愛蓋章的國王 許書寧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132 我最愛的廁所幫: 十大神祕案件 林佑儒作; 姬淑賢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17149 最高的山.最深的海: 世界自然奇觀 凱特.貝克文, 查娜.戴維森文; 鄒駿昇圖; 王心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187 和我一起去野餐 許增巧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217 大頭妹與眼鏡弟 土田伸子文.圖; 周姚萍翻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大辣



9789862117224 嘟.嘟.嘟 曹俊彥作.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231 孩子的第一套生態觀察繪本集: 《池上 池下》、《地面 地下》邱承宗文.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255 癡人 蔡宜容作; 蔡宜芳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262 我是美國女總統 藍.史密斯(Lane Smith)文.圖; 林盈蕙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279 長大後想變成什麼呢？ 寮美千子文; 秦好史郎圖; 張桂娥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286 實驗鼠的祕密基地 羅伯特.歐布萊恩(Robert C. O'Brien)著; 齊若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309 去冒險 哲也著; 陳美燕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316 拜拜,我要出門囉!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323 嗨-是我! 宮西達也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330 爸爸的友善茶園 張秀毓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347 大野狼與小飛俠 廖炳焜作; 黃雄生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354 單車迷魂記 廖炳焜作; 廖若凡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7361 火車好多節!: 馬克.布塔方創意拼圖繪本 馬克.布塔方作 二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117378 摩天大樓: 馬克.布塔方動工拼圖遊戲繪本 馬克.布塔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117392 猩猩爹地 三浦太郎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408 大熱天! 木曾秀夫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415 排好了唷! 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422 彩色溫泉 增田裕子文; 長谷川義史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439 超神奇種子鋪 宮西達也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446 最喜歡奶奶了! 嚴淑女文; 陳盈帆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453 寶寶的第一套成長記錄繪本 三浦太郎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460 小天才與傻大個兒 羅德曼.菲布利克著; 麥倩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507 說謊 中川宏貴文; 三呂五又千工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0058 廁所幫少年偵探: 7ELEVEN偷竊風波 林佑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0058 廁所幫少年偵探: 7ELEVEN偷竊風波 林佑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5946 父子開車 J.M.布魯姆文; 揚.巴特利克圖; 林蔚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097 小飛的作文課 艾比.漢倫文.圖; 孫晴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03 抱抱 傑茲.阿波羅(Jez Alborought)文.圖 三版 精裝 1

9789577626127 好忙的鳥兒 露西.卡森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41 一起玩! 傑茲.阿波羅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65 哈囉!歐洲: 28個小導遊帶你認識歐洲 妮可.龍白(Nicole Lambert)文.圖; 林幸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72 河流 馬可.馬汀(Marc Martin)文.圖; 汪郁潔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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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9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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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9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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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9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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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9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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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9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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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5695897 無法測量的領導藝術: 跟超級老闆學帶人: 他們不說、沒有人會懂的非典型x跨世代培育人才力席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著; 廖崇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5958 大腦先生的一天: 從起床開始的思緒與工作,腦力如何幫助我們做好(或搞砸)每件事?健腦商店(Marbles: the brair store), 嘉斯.桑頓(Garth Sundem)著; 王婉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5965 大腦先生的一天: 從起床開始的思緒與工作,腦力如何幫助我們做好(或搞砸)每件事?健腦商店(Marbles: the brair store), 嘉斯.桑頓(Garth Sundem)著; 王婉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5934 文案大師教你精準勸敗術（文案寫作聖經30週年典藏版）羅伯特.布萊(Robert W. Bly)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5972 無法測量的領導藝術:跟超級老闆學帶人: 他們不說、沒人會懂的非典型 × 跨世代人才培育力！席尼.芬克斯坦 Sydney Finkelstein著; 廖崇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95996 爸!我把你的投資帳戶歸零了 艾麗莎.布蘭特.威絲曼(Elissa Brent Wessman)著; 陳維真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029 驀然回首,看見本性了嗎? 禪和尚本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036 梵智長老美國弘法開示集 梵智長老著; 釋悟性, 謝維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043 修行就是休閒 禪和尚本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上趣創意延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29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寫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7675 Graceful Works in Parchment Craft Amanda, Ching-Hsiang Yeh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747 童年會傷人 留佩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406 千萬不要打開這本書 李安迪(Andy Lee)文; 希斯.麥肯錫(Heath McKenzie)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13 元氣奶奶的冰品大集合 佐藤和貴子文;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20 邀請新鄰居一起玩 中澤雅美文; 花之內雅吉繪;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37 奶奶,妳還記得我嗎? 凱莉.歐葛拉(Kelly O' Gara), 安娜.麥克尼爾(Anna McNeil)作; 凱莉.歐葛拉(Kelly O' Gara)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44 有氣喘,我也能照樣玩 卡翠娜.羅伊(Katrina Roe)作; 蕾.海斯壯(Leigh Hedstrom)繪; 葉美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51 戰勝緊張焦慮的小小戰士 凱倫.揚(Karen Young)作; 諾倪爾.朵韋多尼特(Norvile Dovidonyte)繪; 張家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68 冬天,春天,秋天,我最喜歡夏天,你呢? 卡爾門.吉兒(Carmen Gil)文; 蘿西亞.波尼亞(Rocio Bonilla)圖; 張家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75 我想要弟弟變成貓! 凱瑟琳.米茲梅耶(Catherine metzmeyer)文; 米歇爾.德福佑(Michaël Derullieux)圖; 葉美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82 講故事給我聽嘛! 班內狄克.卡彭內(Benedicte Carboneill)文; 米歇爾.德福佑(Michael Derullieux)繪; 張家綺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657 鬼與盧師尊: 盧勝彥與無形的互動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657 鬼與盧師尊: 盧勝彥與無形的互動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695 天上的鑰匙: 開啟上天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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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41734 小鱷魚快樂去旅行 曾玟蕙作; 椰子cocoillust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641 曖昧來得剛剛好: 銀色快手情詩選 銀色快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31021 國文科(公文)精修 王攜之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038 土地登記實務 陳翰基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45 公共管理精修 王立明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052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王傑生編授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31076 成本與管理會計精修 呂紹堃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083 消防法規精修 黃再枝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13 警報系統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陳達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37 民法(民法概要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精修 蔡裕樹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44 憲法體系整理經典 王斯年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51 事務管理含事務管理概要(大意)申論題型v.s選擇題型精修王攜之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168 會計審計法規精修(含會計審計法規概要/大意)鍾耀元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75 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 蘇靖堯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182 政治學精修 王寶鑑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12 戶政法規含戶籍法規 郝強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29 各國人事制度精修 王寶鑑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243 審計學精修(含審計學概要) 王彥佑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50 物理科精修 謝正熙編授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貓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小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穎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3

小靜子紙蕾絲



9789862831267 資訊管理概要精修 曹中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81 程式設計概要精修 向宏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298 運輸管理學精修 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304 刑事訴訟法精典 陳薇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328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一 王再生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335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二 王再生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335 導遊領隊實務精修. 二 王再生編授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31342 捷運常識理論與實務精修 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359 民事訴訟法經典 余律師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366 企業管理精修 郭嘉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373 交通行政(暨交通行政講義 歷屆試題彙編)精修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38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精修(含社政法規大意) 王為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397 稅務法規精修(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呂紹堃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03 農田水利相關法規精修 王神農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10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概要精修含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張居正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27 社會工作含社會工作概要(大意)社會工作實務)精修馬有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34 租稅各論精修 程安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41 社會學精修 馬有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5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呂紹堃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65 郵政三法暨交通安全常識 張祺明編授 增訂版 平裝 1

9789862831472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 經國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89 鐵路運輸學精修(含運輸學運輸學概要運輸學大意)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496 捷運概論理論與實務精修(含軌道綜合科目捷運系統概述)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02 資通計算機網路與資料通訊精修 曹中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19 運輸政策精修 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26 刑法(總則/分則)精修 李彥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26 刑法(總則/分則)精修 李彥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33 導遊人員觀光資源概要精修 王再生, 陳鴻, 高強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40 領隊人員觀光資源概要精修 王再生, 陳鴻, 高強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57 土地法規精修 曾韋豪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64 不動產(土地)估價精修 李承昊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71 土地登記精修(含土地登記實務) 曾韋豪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88 各國人事制度精修 張祺明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95 公共政策精修 王姳媃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595 公共政策精修 王姳媃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601 電子學精解 陳達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618 鐵路法精修: 含鐵路法概要.鐵路法大意 劉名傳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625 土地法規精修 陳翰基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632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金鑫編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31649 土地稅法規精修 郝明編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437 明月之詩: 喜菡文學網新詩選 曾貴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804 不起眼的美味. III 胡志宗等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1859 我的人生就是和麵包談戀愛 吳哲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866 中餐素食決勝精典(丙). 2017 施建璋, 吳仕文著 平裝 1

9789869431873 樂思金牌麵包67章 梁奕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897 晚餐料理: 在一天的尾聲,與家人分享這珍貴而細碎的一天王俊勝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04 地表上史無前例的烘焙寶典 王勇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11 抗癌的食癒力: 神奇的小分子褐藻醣膠 張慧敏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輿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7

大憨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優文化



9789863860273 首爾 JTB Publishing,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280 泰國 JTB Publishing,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297 名古屋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03 靜岡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10 飛驒高山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27 香港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34 金澤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41 騎車環島: 單車國道環島1號線 平裝 1

9789863860358 東京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65 北海道 JTB Publishing,I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72 沖繩. 2017 JTB Publishing, I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89 京都. 2017 JTB Publishing, I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396 吃喝玩樂遊臺灣. 2017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402 汽車考照指南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419 來台灣旅行吧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0426 職業駕駛考照指南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809 日日.臺灣特集. 2, 中文版 王筱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823 日日 王筱玲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07847 日日 王筱玲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07830 Food dictionary紅茶 枻出版社編輯部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854 FOOD DICTIONARY日本酒 枻出版社編輯部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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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5216 網路式 糸井重里作;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16 網路式 糸井重里作;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23 MY FAVORITE PASTA: 美味醬汁與滿滿蔬菜的義大利麵樋口正樹作.攝影;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609 投射世界: 你的一秒,是我的永恆 李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5616 雙眼男友.赫 克里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105 墨嵐: 羅展鵬個展. 2017 羅展鵬著 1版 精裝 1

9789869462112 進/出「地方」: 吳繼濤、姚瑞中的當代風景游牧吳繼濤, 姚瑞中著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394 為孩子張開夢想的翅膀: 落山風老師愛的教育週記楊傳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757 脂肪炸彈減肥法 大衛.路德維希(David Ludwig)作; 顧景怡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1008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創造有意義人生的7分鐘微行動艾莉森.路易斯(Allyson Lewis)著; 顏和正譯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觀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獵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鴻藝術



9789863981329 靜思的藝術 皮可.艾耶(Pico Iyer)著; 蘇采禾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43 年年18%,一生理財這樣做就對了 施昇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81 清爽俐落,用心度過每一天 渡邊有子著; 林佳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398 超讚!鹽漬檸檬 活用食譜 柳澤英子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04 何謂成熟: 活出真正的自己 曾野綾子著; 姚巧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11 八角哲學 江振誠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1428 讚美力 齋藤孝著; 黃紘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435 現在馬上就想用椰子油: 免疫力.燃燒脂肪.美髮.護膚......話題之油的所有真相荻野碧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664 勝利,並非事事順利: 30位典範人物不藏私的人生真心話吉莉安.柔伊.席格(Gillian Zoe Segal)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32 名古屋來去喫茶店: 名古屋喫茶店文化,看這一本就夠了大竹敏之著; 羊主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770 東京五星級魚食名店: 日本名美食家岸朝子精選84家私料理岸朝子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00 稻盛和夫中小企業學: 這樣做公司就會強 稻盛和夫著; 呂美女,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17 創造金錢買不到的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突破市場經濟賽局的思維艾文.羅斯(Alvin E. Roth)著; 朱道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24 莊子,從心開始 蔡璧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31 你成為你,是幸福的 尚.皮耶威爾作; 洪瓊芬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1855 逆風無畏: 旅美華人船王趙錫成白手起家的傳奇人生與智慧趙錫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79 每一天的街頭冒險 綺歐.史塔克(Kio Stark)著; 陳冠甫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893 Dr.南雲吉則的乳癌百話 南雲吉則著; 許懷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09 強健大腦的56種習慣 米山公啟著; 余亮誾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16 傳達力: 以說、寫、聽的能力,翻轉工作 池上彰著; 余亮誾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30 誠意呷水甜: 鹿港阿振肉包羅曼史 林保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81947 降低膽固醇的29種習慣 板倉弘重著; 余亮誾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54 咖啡店&料理教室: 開業的第一步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78 就業的終結: 你的未來不屬於任何公司 泰勒.皮爾遜(Taylor Pearson)著; 羅耀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85 上好一村. 2: 三十五個同村共好心故事 天下雜誌編輯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1992 恆毅力: 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安琪拉.達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0 1

9789863982005 活著的理由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洪瓊芬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12 臺味服務: 沈方正帶路 沈方正口述; 盧智芳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29 別再開會開到死 派屈克.蘭奇歐尼(Patrick Lencioni)著; 洪慧芳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2036 挫折力: 成為一流人的50個思考.行動術 富山和彥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43 來自非主流的改革日立改革2000日V型反轉 小板橋太郎著; 葉小燕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67 明日閱讀 陳德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74 好好鬧情緒: 把「好煩人」的情緒化為「好能量」的日常修練竹慶本樂仁波切(Dzogchen Ponlop Rinpoche)著; 哲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81 新加坡散步之旅: 享受東南亞最大都市國家的66道秘旅田村慶子, 本田智津絵著; 楊麗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098 西班牙散步之旅 西川和子著;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04 泰國散步之旅: 巡遊79處不可思議的微笑國度 柿崎一郎著; 楊麗珮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28 創業參謀: 創業贏家的基本方略 巫立宇, 董紹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35 長壽又健康的人為什麼都喝紅酒? 白澤卓二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42 里山資本主義用: 不做資本主義的奴隸,做里山的主人藻谷浩介, NHK廣島採訪小組著; 林宜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59 激勵員工士氣,一句話就夠了: 十秒說話術 本鄉陽二著;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66 不受限的工作人生: 建立職涯存摺,經營4項投資,打造不畏時局變遷的本事喬恩.阿考夫(Jon Acuff)著; 董文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73 柔軟的心最有力量 丹尼爾.高曼著; 施婉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80 全員創利: 再生日本航空(JAL)的「阿米巴經營」教科書森田直行著; 林仁惠, 葉小燕,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197 只要做對一次: 16個重寫規則、翻轉世界的超級創業家藍道.連恩(Randall Lane), 富比士雜誌著; 吳國卿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03 降血壓的49種方法: 懶人也可以輕鬆做到 渡邊尚彥著; 陳甚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10 領導者必先知道的事: 松下幸之助給你的95則成功啟示松下幸之助口述; 松下政經塾編; 陳惠莉, 王憶雲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34 快速學會讓工作無往不利的2大能力: 機靈力和工作流程最佳管理力知的習慣探求舍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65 日本建築大師伊東豊雄.觀察記 瀧口範子著; 嚴可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72 永恆之城: 羅馬 世界之都 梵蒂岡 神的國度 林保寶文.攝影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89 人情: 正是時候讀莊子. 二 蔡璧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296 循環經濟 黃育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02 臺灣83條小確幸賞鳥行旅 孫瑋芒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19 正面迎擊的力量: 不隱忍、不尷尬又不失禮的溝通技術芭芭拉.派崔特(Barbara Pachter), 蘇珊.瑪姬(Susan Magee)著; 施婉清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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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2333 成功與運氣: 解構商業、運動與投資,預測成功的決策智慧麥可.莫布新(Michael J. Mauboussin)著; 陳冠甫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40 真心看自己,有念則花開: 徐重仁的經營哲學與人生追求徐重仁口述; 洪懿妍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57 從0開始創業: 如何讓經驗、知識變黃金 吉江勝, 北野哲正著;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64 人才管理聖經: 向財星五百大學習最佳實務 許書揚等人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71 人生本來就塗塗改改: 那些我們從犯錯中學到的成長筆記潔西卡.巴克爾(Jessica Bacal)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388 成功,從聚焦一件事開始: 不流失專注力的減法原則蓋瑞.凱勒(Gary Keller), 傑伊.巴帕森(Jay Papasan)作; 羅耀宗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2395 咖啡健康研究室: 每天喝咖啡讓你遠離癌症及失智症岡希太郎著;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01 在TOYOTA學到的只要「紙1張」的超實踐篇整理技術淺田卓著; 葉小燕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18 HARUMI的活用39種食材133道私藏食譜 栗原晴美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25 創新,從有感開始: 徐重仁與9位經營者的對話 徐重仁等口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32 高雄慢慢走: 老文青帶路 喜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49 臺南海線人文小旅行: 貓編踏查239個史、景、食陳秀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56 執行力的修練: 與成功有約的四個實踐原則 蕭恩.柯維(Sean Covey), 克里斯.麥切斯尼(Chris McChesney), 吉姆.霍林(Jim Huling)著; 李芳齡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2463 巴菲特的投資原則: 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著; 許瑞宋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87 你的未來值多少?: 像精算師一樣思考,估算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彼德.紐沃斯(Peter Neuwirth)作;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494 天天5分鐘快速有效的泡澡瘦身法 山崎真由美著; 許懷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00 支持我一生母親的教誨 稻盛和夫著; 陳維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17 中川正七再生老店記: 13代傳人親授小公司經營.品牌.商品與溝通力中川淳著; 余亮誾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24 有些話,這樣聽那樣說,更好: 面對衝突,不暴走、不動氣又不吵架的溝通Dos&Don't丹娜.卡斯佩森(Dana Caspersen)著; 胡斯特.艾爾佛斯(Joost Elffers)設計; 蘇彩禾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31 快成長時代: 精實思維X牽引力指標X顧客產出率 打造快成長引擎艾許.莫瑞亞(Ash Maurya)著; 羅耀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55 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 達賴喇嘛(Dalai Lama), 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道格拉斯.亞伯拉姆(Douglas Abrams)著; 韓絜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62 紓壓一整年: 52週紓壓活動與健康生活小妙方 吉爾.迪耶德里著; 楊雯珺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79 健康常識0與X: 打造身體不生病的方法 池谷敏郎著; 陳甚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86 探索人格潛能,看見更真實的自己: 哈佛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教授教你提升健康.幸福.成就的關鍵布萊恩.李托(Brian R. Little)著; 蔡孟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593 說出亮點吸引力: 不只吸睛,還能讓人目不轉睛的關注力法則莎曼.霍恩(Sam Horn)作; 洪慧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609 逆勢成長武藏野經營術: 9個祕訣.9種做法.6項準則.10種發想小山昇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616 樋口正樹輕鬆做的88道蔬菜湯: 排毒、降脂、瘦身、美膚樋口正樹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623 創新者的修練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 史考特.安東尼(Scott D. Anthony), 艾力克‧羅斯(Erik A. Roth)著; 李芳齡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2630 創新的用途理論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等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2647 創新者的解答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 邁可.雷諾(Michael E. Raynor)著; 李芳齡, 李田樹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2654 創新者的DNA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 傑夫.戴爾(Jeff Dyer), 海爾.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作; 李芳齡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82661 不看錯醫生、吃錯藥: 死前不後悔選擇良醫良藥的50條鐵則岡田正彥著;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678 擠進TOP 20%你就贏了: 33個工作態度讓你成為公司不可或缺的頂尖咖橫山信治著; 黃紘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685 愛無能的世代: 追求獨特完美的自我,卻無能持關係的一代米夏埃爾.納斯特(Michael Nast)著; 高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692 沒人懂你怎麼辦?: 不被誤解.精確表達.贏得信任的心理學溝通技巧海蒂.格蘭特.海佛森(Heidi Grant Halvorson)著; 王素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08 必勝行銷全書: 向43家成功企業學習6大行銷策略武田雅之著; 黃紘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15 1小時就能看懂 圖解大數據: 巨大數據湧出金流!大河原克行著; 羊主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22 丈夫瘦身常備菜 柳澤英子著; 吳嘉妤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39 現場力: 迪士尼現場令人感動的背後有體制在支持大住力著;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46 一流的人讀書,都在哪裡畫線?: 菁英閱讀的深思考技術土井英司著; 歐凱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60 快雪時晴: 施如芳劇作三齣 快雪時晴 燕歌行 花嫁巫娘施如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91 社長的孫子兵法: 孫子給社長的13大謀略&55項謀略田口佳史著; 葉小燕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07 深呼吸治好高血壓: 自己就能降血壓,自律神經健康法松原英多著;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21 中小企業求生術: 9成中小企業都忘了這麼做 宮井敏臣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6245 科學百科 英國DK出版社著; 王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344 哲學百科 英國Dorling Kindersley出版社作; 康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399 經濟學百科 英國Dorling Kindersley出版社作; 康婧, 何小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429 葡萄酒密碼 瑪妮.歐爾德(Marine Old)作; 蔡耀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04 勾癮: 創造品牌幻想,從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解構行銷創意,觸發消費渴望達瑞.韋伯(Daryl Weber)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11 新韓檢初級TOPIK 1官方試題完全解析 韓國,教育振興研究會編著; EZ Korea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528 認識蛋 菲力普.西蒙(Philippe Simon)文;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思謐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535 樂遊南美: 巴西、祕魯、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咸炳賢, 洪源璟作;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42 京都,其實很可怕: 毛骨悚然地名巡禮 淺井建爾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59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從49個練習開始,用鼓勵提升孩子的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簡.尼爾森(Jane Nelsen), 瑪麗.尼爾森.坦伯斯基(Mary Nelsen Tamborski), 布萊德.安吉(Brad Ainge)著; 劉盈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66 3天搞懂資產配置: 圖解存富、創富、守富、傳富,靈活規劃財富藍圖，投資理財一把罩!梁亦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73 我的混亂,我的自相矛盾,和我的無限創意: 讓創造力源源不斷的10個密碼史考特.巴瑞.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 卡洛琳.葛雷高爾(Carolyn Gregoire)著; 蔡裴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80 九州HOLIDAY:長崎.佐賀.福岡,一本就GO! 權泫志, 申暎哲, 柳然太著; 熊懿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597 最有趣的日語會話課本 李珠鉉著; Joung, 劉建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603 懶,讓你變更好: 做的少卻獲得更多的正念藝術 羅倫斯.薛爾特(Laurence Shorter)著; 麥卡莉.查瑞爾(Magali Charrier); 孫昭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610 冰箱上的75條教養守則: 就從每日一則練習開始,解決你最頭痛棘手的養育問題!艾莉卡.賴許(Erica Reischer)著; 黃庭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627 紐約時報百年經典寫作指南: 正式英文寫作字彙的使用法則艾倫席格爾(Allan M. Siegal), 威廉康納利(William G. Connolly)作;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634 台中巷弄日和: IG注目店家、老眷村、獨立書店,走踏滿載夢想的文創之城拔林編輯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99

日月文化



9789862486641 一本漫畫學會生活日語會話 吉原早季子作; 劉建池, 葉雯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658 開課!超好學韓語自修課 洪性壎著; EZ Korea編輯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665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 青少年篇: 溫和堅定的父母力,90個守則,引導孩子放眼未來、邁向獨立簡.尼爾森(Jane Nelsen), 琳.洛特(Lynn Lott)著; 陳玫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225 樂遊義大利: 威尼斯、米蘭、佛羅倫斯、羅馬、拿坡里尹慶珉著; 尹嘉玄,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887 重疊的二分: 袁國浩創作個展 袁國浩作 平裝 2

9789869023894 麗水風華: 張克齊工筆花鳥個展 張克齊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294 這樣吃,懷孕坐月子最健康: 餐餐吃得巧,控制血糖好輕鬆,解惑詢問度最高孕產Q＆A,順產寶寶贏在起跑點!黃雅慧, 陳楷曄, 何一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94 這樣吃,懷孕坐月子最健康: 餐餐吃得巧,控制血糖好輕鬆,解惑詢問度最高孕產Q＆A,順產寶寶贏在起跑點!黃雅慧, 陳楷曄, 何一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06 日日幸福廚房大百科. 3: 聰明吃肉類,養生有活力,不怕胖!溫國智, 黃經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13 怎麼做都萌翻天的棒棒糖蛋糕 洪佳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20 100%安心!純天然,無添加!146款超人氣流行飲品: 1分鐘製作各種蔬果汁、茶飲、咖啡、凍飲、調酒與輕食花祥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37 新發現!天然蔬果泥幻彩手工甜點: 一次學會好吃又好看的蛋糕/餅乾/糖果/和菓子/中式點心與甜品爐卡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44 新手必學!只用平底鍋,3步驟學會101道日式家常菜: 一鍋到底,輕鬆快速搞定少油無負擔、簡單又健康的超好吃料理蔣偉文&潘盟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51 鈴木主廚の義大利料理: 簡單漂亮又好吃得不得了!從前菜、麵飯、主菜到甜點,超人氣完美配方的秘密,完整公開!鈴木彌平著; 辜詠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68 最愛吃米食: 米飯糕粿甜鹹搭配,在家做出經典好滋味!陳麒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75 去濕養身食養薑料理: 第一本結合中西醫+低溫烹調實踐家，共同打造女性從青春期、成年期、妊娠期到更年期的傳家寶典喻碧芳, 余雅雯, 蘇主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99 越熱越美麗!凱鈞老師的抗熱美肌秘笈 凱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9488 十四經絡循行與臨床主治病症 潘隆森編著 增修八版 平裝 1

9789868849495 王旭高醫書六種: 馬光亞編署本 (清)王旭高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403 我爸爸是大體老師: 845日 關於愛與逝去的溫柔時光朱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1208 大專校院桌球團體四強學校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與滿意度關係之研究郭明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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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3093 風雨八十年: 從小兵到教授的故事 莊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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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143369 分類詞語彙編. 二 胡紹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505 堅忍修得一世緣: 香遠益清 劉玖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04 無牙王哥 沈定濤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143611 臺灣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第十屆理事長暨2015-2016重要事件簿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立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日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日日幸福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日月文化社



9789863143659 遊塵 鄭啟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66 感動: 青峰詩選 青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73 毛詩李黃集解研究 黃忠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80 南泉詩鈔 王萬芳著; 王起孫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697 論祕密社會的叛亂: 一個微觀社會學的視角 潘榮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710 尼山薩蠻傳 莊吉發譯注 增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143727 瞬間: 青峰詩選 青峰著 台一版 平裝 1

9789863143734 老子思想研究 黃登山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3143758 湖心印記 子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765 當風吹起的時候 子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772 老子義理疏解 楊穎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796 由傳統到創新: 論台灣方志之編纂 徐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802 海嘯嬌娃 蔣子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502 費副主教與金門 許永面, 洪春柳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502 費副主教與金門 許永面, 洪春柳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1632 剛恆毅樞機 一位傳教士的心靈(1876-1958) 布魯諾.法比奧.畢友敬著; 江國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61656 剛恆毅樞機: 基督徒典範 布魯諾.法比奧.畢友敬(Bruno Fabio Pighin)著; 江國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469 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會: 雲端創新與警察服務論文集. 2017第20屆林曾祥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717476 中國古代情報活動案例研析 蕭銘慶編著; 鄒濬智助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5717476 中國古代情報活動案例研析 蕭銘慶編著; 鄒濬智助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588 人生準備40%就衝了 謝文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5595 找回自我肯定感,不再感到人生艱難: 放下「應該」與「論斷」，用無條件的尊重,接受原本的自己,擁有真誠自在的人際關係水島廣子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406 走吧!有些遠路是必須的 黃惠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420 醫病大和解!一起走出醫療糾紛的迷宮、重建醫病信任關係李師應, 陳永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437 廚房再也不麻煩: 菜單、採買、烹調、整理、收納,不費力快速搞定廚房事足立洋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444 如何養出一個成年人: 別因為愛與恐懼,落入過度教養的陷阱,讓孩子一直活在延長的青春期茱莉.李斯寇特-漢姆斯著; 游淑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921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1, 箱庭の空 Pache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2938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2, 硝子の心 Pache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2945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3, 東雲の刻 Pache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2952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4, 時雨の華 Pache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0226 迷路游者: 世界之旅(簡體字版) 冬喃溪北-文化社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10233 大城小調(簡體字版) 布哥-BOOG繪製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6051 活得精采,走得自在 元光寺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元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爪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恆毅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7

天主教金門耶穌聖心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013 2017年共軍重要領導人事評析專輯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226 富春山居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233 富春山居圖(簡體字版)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240 富春山居圖 (元)黃公望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257 富春山居圖(簡體字版) (元)黃公望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264 韓熙載夜宴圖(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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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9002 圓運動頓悟「升降和」解析經方 王林, 王奕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019 董氏奇穴實用手冊 邱雅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616 行銷靠社群: 零秒成交,讓顧客想都不想的超猛下單術西多昌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623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睡前好習慣 今周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630 50歲不再為錢煩惱 方天龍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69647 啤酒101:新手、職人都該擁有的賞味聖經 吉貝爾.德洛斯(Gilbert Delos)著; 蕭雅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654 跟著郭安妮聰明養子宮,要美就美,要不痛就不痛郭安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408 業績提升的密秘: 給店長們的「讚美表單」 原邦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7415 喵咪繪畫大作戰: 藝千老師的Painter魔法書 藝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87439 男人X女人不說的秘密 卡文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497 <>五十篇細讀 游志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510 古典詩佳句選 徐世澤, 許清雲, 薛雅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527 <>研究: 雲間三子與幾社經世之學 司徒國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534 人文經典選讀 蔡美慧等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207 歐洲樂園啟示錄 沈啟源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401 中信傳習. 01: 十個故事讓你成為國際金融家 104級學生共同著作 平裝 1

9789869498401 中信傳習. 01: 十個故事讓你成為國際金融家 104級學生共同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167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紀念涵靜老人論文集. 第十五屆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友泉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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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486 貝多芬快樂湯姆遜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12493 貝多芬快樂湯姆遜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97308 貝多芬快樂湯姆遜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397315 貝多芬快樂湯姆遜 尹宏明編著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397322 貝多芬快樂拜爾教本. 下冊(4+5級) 尹宏明編註 其他 1

9789869397339 快樂學鋼琴: 幼兒先修 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397346 快樂巴哈初步鋼琴練習曲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9789869397353 快樂小奏鳴曲集 尹宏明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3222 海洋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林瑞榮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79599 顧客關係管理: 精華理論與實務案例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229 臺灣文化藏寶圖 林芬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236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曾啟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366 德國人入門 賴麗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410 菜單設計 黃韶顏, 倪維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0564 品質經營管理: 提高品質是競爭力的源泉 鍾健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0830 近代物理. I, 量子力學、凝聚態物理導論 林清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0885 比較政府與政治 胡祖慶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80908 飯店設施更新的理論與實務 李根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04 食物製備原理 黃韶顏, 曾群雄, 倪維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011 團體膳食管理與製備 黃韶顏, 倪維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103 模糊統計導論: 方法與應用 吳柏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1219 圖解保險學 宋明哲, 翁翠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1431 電子學 陳以熙, 林瑜惠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81578 專門圖書館 王珮琪, 劉春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193 用通識翻轉通識: 大學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設計 武東星, 張世良等著; 宋秀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230 語言之旅 周碧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377 文學經典: 群己.生命.閱讀 　 林偉淑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674 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 悲傷諮詢之良藥 何長珠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2810 工業安全與緊急應變概論 蔡嘉一, 陳珊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2889 楊維哲高中資優數學講義之二: 代數 楊維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2926 休姆與<> 詹姆斯.貝利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3312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183329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183473 國貿實務菁華: 教戰手冊 李淑茹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3503 審計學 馬嘉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3930 中華民國憲法精義 呂炳寬, 項程華, 楊智傑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1184258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4333 精彩漢語. (一), 初級漢語 信世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463 論文寫作要領 林隆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487 建築與時尚 莊雅典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4609 圖解節慶觀光與民俗: SOP標準流程與案例分析方偉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4739 臺灣工業史 高淑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668 Panel-data迴歸模型: Stata在廣義時間序列的應用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85743 弗利曼 吳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767 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刑法卷王乃彥等作; 林東茂, 黃源盛, 王乃彥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774 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刑事訴訟法卷王紀軒等作; 劉秉鈞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781 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犯罪學與刑事政策卷丁榮轟等著; 鄧煌發, 許福生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873 所有人的正義: 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近年法制論文集廖正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85927 邏輯要義 歐文.M., 柯匹, 卡爾.科恩, 丹尼爾.E.佛萊格著; 胡澤洪, 趙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5989 愛上統計學 尼爾.J.薩爾金德(Neil J. Salkind)著; 莊文忠, 鄭天澤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1186092 高齡學 黃富順, 楊國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6269 休閒活動企劃與管理: 渡假飯店、休閒農場理論與實務蔡欣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69 休閒活動企劃與管理: 渡假飯店、休閒農場理論與實務蔡欣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6276 行銷研究新論: 原理與應用 林隆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733 圖解組織行為學 戴國良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五南



9789571186795 國貿實務: 國貿業務技術士丙級: 學科 國貿研究小組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1186801 國貿實務: 國貿業務技術士丙級: 術科 國貿研究小組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86825 法律風險管理: 理論與案例 施茂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7433 圖解定價管理 戴國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7563 專案管理: 一般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7969 統計學: 基於R的應用 賈俊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003 生命教育教學實踐. 基礎篇 楊思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010 生命教育教學實踐. 進階篇 楊思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16 日本名著選讀 賴衍宏校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430 圖解物流管理 張福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88676 民刑事訴訟法大意 楊傳珍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88928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多媒表達 普義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8935 漢字300: 習字本3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189017 遇見鈔票 莊銘國, 卓素絹著 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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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9086 臺灣現代劇場發展(1949-1990): 從政策、管理到場域美學周一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9109 當代戲劇鑑賞與評論 朱芳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178 教材教法與教育實習: 餐旅群 陳紫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46 社群媒體批判理論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著; 羅世宏, 徐福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291 複變函數導論與物理學 林清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444 天然物概論 張效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475 籃球: 邁向卓越 Hal Wissel著; 楊啟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512 公共政策與民主治理: 苗栗大埔徵地案的多元流分析魯炳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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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89741 日語句型總覽分析 王珍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89758 當代俄羅斯 黃家廉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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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90419 夏天,大家都在做什麼? 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0570 科技大透視. 2: 生活中的變形金剛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815 安徒生大獎最美的冬春繪本套書: 一起去逛德國維林根小鎮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著;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190853 科技大透視. 3, 飛機總動員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860 禪海拈詩: 禪詩百粹 杜松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891 仲夏夜之夢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0914 臺灣客家語音導論 鍾榮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0976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歷代筆記小說故事 于珮婷撰稿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096 劇本筆記: 讀劇必修的22堂課 大衛.鮑爾(David Ball)著; 莊丹琪譯 出版 平裝 1

9789571191102 色彩的秘密語言 瓊安.艾克斯塔特(Joann Eckstut), 亞瑞爾.艾克斯塔特(Arielle Eckstut)編著; 郭慧琳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1126 建築的七盞明燈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著; 谷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140 秋天,大家都在做什麼? 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2

9789571191195 經營文化創意產業: 由財務管理出發 施百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225 圖解政治學 王保鍵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91232 圖解地方政府與自治 王保鍵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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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287 日建設計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著; 謝宗哲譯 平裝 1

9789571191300 臺灣通史 連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317 打造閱讀的鷹架: 閱讀力就是未來的競爭力 陳嘉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379 國中生一定要學的數學解題方法: 124道題目讓你成為解題高手楊芳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324 漾-智造特色: 朝向高中國文多元選修課程之理論與實務宋怡慧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362 羅密歐與茱麗葉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1386 實驗研究法與共變數分析 凃金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416 生物醫學統計: 使用Stata分析 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1423 漢字300習字本. 4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191478 金融科技發展與法律 谷湘儀, 臧正運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485 運輸學 顏進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1492 R軟體在決策樹的實務應用 吳明隆, 張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539 科技大透視. 4, 超級戰艦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539 科技大透視. 4, 超級戰艦 紙上魔方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560 NVivo11與網路質性研究方法論 劉世閔, 曾世豐, 鍾明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577 專利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7版 平裝 1

9789571191584 西洋哲學史. 下: 19-20世紀哲學史 林玉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1614 光譜之美: 關於無線電波、紅外線、可見光、紫外線那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光金柏莉.阿坎德, 梅根.瓦茨克著; 李明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1645 麵包魔法師: 吳寶春的台灣麥方 周姚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669 夏夜,大家都在做什麼? 羅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文圖; 溫小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1676 工程倫理 金文森, 江政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683 語意學 賴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805 文化資產中的古物研究與鑑定: 臺南瑰寶大揭密盧泰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843 中國戲曲發展簡史 廖奔, 劉彥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904 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 傅朝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1935 台灣大家族 戴月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000 從地圖開疆到人工造島: 南海百年紛爭史 黎蝸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017 必勝數學會考: 攻略會考一定要會的200道數學題目許建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031 電影是如何拍成的: 中小學生電影素養的第一本書簡靜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055 清晰論法: 公司法爭議問題研析. 股東會篇 黃清溪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062 公司法基礎理論. 股東會篇 黃清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086 數學偵探物語 李斯.哈斯奧(Leith Hathout)著; 黃俊瑋, 邱珮瑜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2093 教師協作: 教學輔導案例輯 張民杰, 賴光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116 恐慌蔓延時: 破除現代科技的迷思 林基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123 大學的陽光與森林: 課堂外教授要告訴你的 夏祖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185 我的時尚穿搭手繪本: 圖解14種服裝完美搭配 安娜貝爾.貝尼朗(Annabel Bénilan)著; 曹一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215 什麼?!這才是真的北韓人: 看韓劇、聽K-POP、當低頭族,以及與脫北者親戚往來的日常生活丹尼爾.圖德(Daniel Tudor), 詹姆斯.皮爾森(James Pearson)著; 顏永銘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222 圖解金匱要略 李家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246 醫護研究與資料分析: SPSS的應用 楊秋月, 陳耀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2253 白話圖說臺風雜記: 臺日風俗一百年 林美容著 2版　 平裝 1

9789571192314 臺灣的齋堂與巖仔: 民間佛教的視角 林美容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2321 認識科展的第一本書: 科展完全攻略 梅期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2345 趣味代數學 雅科夫.伊西達洛維奇.別萊利曼著; 丁壽田, 朱美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390 區塊鏈的衝擊: 從比特幣、金融科技到物聯網顛覆社會結構的破壞性創新技術Bitcoin Bank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委員會著; 張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413 變遷中的傳播媒介: 從類比到數位匯流 蔡念中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420 社會福利行政 林勝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2444 塑膠射出成形模具設計與分析 陳炤彰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451 物聯網實作: 工業4.0 基礎篇 廖裕評, 陸瑞強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92499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設計 蔡瑾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505 課程發展與設計 周新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567 課程改革2016回顧與展望 白亦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680 翻譯理論: 學習與思辨 廖佳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727 法院組織法: 建構與實證 史慶璞著 4版 平裝 1

9789571192741 遊程規劃實務. I 鍾任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3069 河川揚塵分析與防制: 以烏溪、濁水溪為例 葉啟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298 大家來說西班牙語 王鶴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410 當代策展藝術及實踐: 身體、性別、科技 陳明惠著 平裝 1

9789571193809 Spanish Pronunciation 王鶴巘, 陳怡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56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精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團體作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3898 星塵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蘇韻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35 無有鄉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蔡佳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66 恨意的遊行: 池袋西口公園. 11 石田衣良著; 亞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73 不良女性主義的告白: 我不完美、我混亂、我不怕被討厭,我擁抱女性主義標籤羅珊娜.蓋伊(Roxane Gay)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97 最可愛的橡皮章: 日日刻印.1+1完美上手 金惠仁著;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00 書法情懷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17 讓生命微笑的智慧處方: 照顧身體,心靈,飲食的88個提醒北山耕平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24 長夜之光: 電影擁抱千瘡百孔的心 馬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48 灰松鼠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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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94055 棉尾兔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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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45

送存冊數共計：149

中原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9789863594062 廚房裡的科學課 柯佩岑, 陳乃綺(Pen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79 北歐眾神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沈曉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93 鬼魂們: 當代波赫士:西塞.埃拉傑作選 西塞.埃拉(César Aira)著; 葉淑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109 愛與熱情的網球史: 從布爾喬亞的花園派對到大滿貫頂尖對決伊莉莎白.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著; 鍾玉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116 大玩指印畫: 動物、外星人、植物、怪獸、好朋友,100+的創意提案Colorb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123 最完美的瑞士之旅. 2 傅美璇文字; 文少輝繪畫及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147 國王誕生: 池袋西口公園. 青春篇 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154 第7號牢房 凱瑞依.卓威里(Kerry Drewery)著; 蔡宜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161 名人 川端康成著; 葉渭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178 慢讀宋詞: 悲歡人間的40回深情眷戀 琹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185 曾國藩. 卷一, 血祭 唐浩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192 曾國藩. 卷二, 強圍 唐浩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208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陳佩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4215 7夏娃 尼爾.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94222 每一天的覺醒 馬克.尼波(Mark Nepo)著; 蔡世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239 新白話聊齋志異 蒲松齡著; 孫通海等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94246 新白話聊齋志異 蒲松齡著; 孫通海等譯 二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594253 搶救皮克斯!: 一切從賈伯斯的一通電話開始……羅倫斯.李維(Lawrence Levy)著; 謝孟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260 為什麼聽你說: 百大企業最受歡迎的簡報課,人人都能成為抓住人心高手!林宜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277 我的米海爾 艾默思.奧茲(Amos Oz)作; 鍾志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284 地下室的黑豹 艾默思.奧茲(Amos Oz)作; 鍾志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291 我居住在可能裏: 艾蜜莉.狄金生詩選. II 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作; 賴傑威(George W. Lytle), 董恆秀譯評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07 痛並快樂著: 燃燒的芙烈達 筑摩書房編集部著; 張秀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14 養心救命: 二十年心血管名醫的養心法 李秋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21 教室外的公民課: 從思辨、對話到公民行動的啟蒙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38 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 我經歷的瘋狂歲月,以及時代如何安置我們的瘋狂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作;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45 以我為器 李欣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76 逃離之地: 我在奧克尼群島的戒癮日記 艾咪.利普羅特(Amy Liptrot)著; 郭寶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406 新白話聊齋志異 蒲松齡著; 孫通海等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2256 站在狙擊線: 火線上的真實生存法則 比爾.威爾森(Bill Wilson)作; 劉如菁, 高子雯, 詹德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263 倚靠的人生: 以神為中心,時時刻刻 司徒喬(Joseph M. Stowell)著;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294 彌賽亞的腳蹤 阿諾德.福藤葆(Arnold G. Fruchtenbaum)著; 張師舜譯 精裝 下冊 1

9789862772300 瑪拉基書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317 愛的關係或利害關係: 一堂學校沒教的.關係學 蔡國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9990 臺灣高教藝術系所校際水墨觀摩展. 2015 溫琇晴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075 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第51屆 郭芷廷書本設計編排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1075 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第51屆 郭芷廷書本設計編排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013 醫院臨床營養照顧研討會輯要 葉秋莉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587 感恩的人生 林彩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0594 都會區發展特徵: 空間結構形成特性、居民生活品質、居住安排決策之觀點論述徐國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化大學



9789869491037 華岡行政論壇(VIII): 比較行政與優質治理: 亞洲觀點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044 韓語外來語 扈貞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082 I dance; there I am: 蘇安莉舞蹈編創理論暨作品實踐蘇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099 華岡行政論壇. VI, (全球化下公共治理之困境、挑戰與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05 華岡行政論壇. IX: 國家職能與民主治理: 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573 5000字多元學習中文圖典 鄧立平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835 流光: 我的中年生活 廖志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66 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 賴和研究論集 林瑞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4873 最後的吸煙者 筒井康隆作; 簡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97 狂慧詩僧: 邱陽創巴傳奇三部曲 傅正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880 風格的誕生: 現代詩人專題論稿 陳義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2178 鄭漢蓉水墨畫集 鄭漢蓉作 平裝 1

9789573002178 鄭漢蓉水墨畫集 鄭漢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7764 PISA 2015臺灣學生的表現 佘曉清, 林煥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703 寵愛自己追求美麗的無限可能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254710 智造大未來: 洞察未見的需求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9759 略論明心見性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397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403 商業4.0應用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7 曾巨威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6256 失智症患者的心理與因應 小林敏子, 福永知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263 社區失智症照護實務講座 國際失智症照護聯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6270 失智症照護實務: 社會資源 陳亮宇作; TAIC臺灣整合照護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商健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心密弟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國孔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元將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485 可傳遞信息. 1, 確定你與神的關係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21553 女孩別聽信謊言 狄楠熙(Nancy Leigh DeMoss), 葛戴娜(Dannah Gresh)合著; 柯美玲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560 態度急轉彎: 反敗為勝要及時 詹姆士.麥唐納(James MacDonald)作; 溫嘉珍譯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568 <>的人體生理時間醫學 許玉娟, 林昭庚作 平裝 1

9789866778568 <>的人體生理時間醫學 許玉娟, 林昭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3261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17 郭奇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263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蘇昭銘等編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60285 預防心肌梗塞 王育德 一 其他 1

9789864660292 心靈沐浴小故事 梁又壬 一 其他 1

9789864660315 你會理財嗎?小心窮忙一輩子: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李貫希 一 其他 1

9789864660322 畢業5年內,怎樣取得第一桶金 林名志著 一 其他 1

9789864660339 腰肌勞損: 輕鬆緩解腰痛 徐立著 一 其他 1

9789864660346 最強減肥餐 王菁菁 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116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傳承與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 2017葉竑毅, 葉志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616 藏瓷心語: 瓷器鑑定師的收藏寶典. 明清瓷篇 蔡國樑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9016 王官與正統一: <>與蕭梁帝國圖像 許聖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030 王官與正統: <>與蕭梁帝國圖像 許聖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061 道沿聖以傳經: 《文心雕龍》反饋《周易》關係研究洪增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078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 1786-1816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游博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085 唐人生命思想之多元探討 周誠明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092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 1786-1816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游博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108 日據時期臺灣嘉義蘭記書局研究 丁希如著 初版 0 1

9789863939115 日據時期臺灣嘉義蘭記書局研究 丁希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122 韓國漢字音歷史層次探析 申祐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139 韓國漢字音歷史層次探析 申祐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146 華嚴世界的修行(簡體字版) 胡順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153 唐人生命思想之多元探討 周誠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160 道沿聖以傳經: <>反饋<>關係研究 洪增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184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的心靈教學(簡體字版)洪燕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191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服務新建構: 國際視野的觀察(簡體字版)簡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物收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丹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



9789863939207 王官與正統: <>與蕭梁帝國圖像(簡體字版) 許聖和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008 第十三屆「生死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暨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論文彙編陳繼成等作 平裝 1

9789869484008 第十三屆「生死學與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暨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論文彙編陳繼成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1534 泰北清邁享受全攻略: 附拜城、清萊、金三角、秦可泰吳靜雯作.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565 下飛機Day by Day,愛上京阪神奈 飄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572 開始在美國自助旅行 陳婉娜作 九版 平裝 1

9789863361619 搭地鐵玩遍大邱 海蓮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640 搭地鐵玩遍上海 葉志輝文字.攝影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1657 開始到日本開車自助旅行: 看見日本最美的一面酒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664 遇見未來的自己(文庫版): 如何優雅地變老,7段遇見之旅,揭露中年應該知道的10件事情張芳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671 Slow東京: 日本雜誌御用部落客,帶你走進在地人的隱藏版景點蔡欣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688 逆轉肌齡的荷荷巴油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油脂美容協會作; 陳怡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695 鄉間生活計畫: 英子的故事,積存時間的傳家手藝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作; 李毓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701 搭地鐵玩遍新加坡 但敏文字.攝影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718 開始到加拿大打工度假 陳玉琳文字.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725 開始在西班牙自助旅行 區國銓, 李容棻文字.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732 心的年齡,你決定就算數 黃揚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749 日本東北深度之旅: 青森.宮城.岩手.秋田.山形.福島(附錄:函館.枥木縣)三小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756 開始在挪威自助旅行 林庭如作.攝影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763 永遠的年紀: 把永恆不變的精神,帶進每個不一樣的今天Permanent Age, 林行雄, 林多佳子作;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770 捷克.布拉格: 附波西米亞、摩拉維亞21個城鎮 張雯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787 開始在沖繩自助旅行 酒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794 永遠不會太遲,113歲的繪畫人生 後藤初津作; 卓惠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800 99招運動,克服老化對你的影響 德尼.弗赫提耶(Denis Fortier)作; 范堯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817 第三人生自己設計: 人生中途之後的幸福是自己的責任張芳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824 說故事: 積存時間的生活 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李毓昭翻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848 倫敦旅行家 林庭如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1855 中年之後成功的居家改造 日本悠悠雜誌作; 陳令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862 遠離健忘和失智: 日本腦外科醫師教你的腦內活化術主婦之友社作; 劉又菘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879 醋薑力: 68道有效提升免疫力的簡單食譜 庄司泉作; 陳怡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916 瑞士Switzerland 蘇瑞銘作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635 等你回來,雖然你從未離開 林燕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635 等你回來,雖然你從未離開 林燕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642 專注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掌控自我、提升成績的18個學習武器DaiGo作;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642 專注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掌控自我、提升成績的18個學習武器DaiGo作;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659 原來,這才叫說‧重‧點: 外商顧問、矽谷菁英都推崇的超條列式表達杉野幹人作;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66 醫療靈媒改變生命的食物 安東尼.威廉(Anthony William)著; 鄧捷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73 即使被判出局,也要讓夢想回家 張椀晴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80 超強便利貼筆記術,從破產到資產上億的金錢專家首度公開坂下仁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697 鏡子練習: 21天創造生命的奇蹟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著; 張國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03 公主向前走 瑪希亞.葛芮(Marcia Grad)作; 葉彥君譯 增訂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10 為自己出征 羅伯.費雪(Robert Fisher)作; 王石珍譯 增訂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1000 我的百歲母親手記: 拙耕園故事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031 空姐飛常不簡單: 我的空服生涯全紀錄(簡體字版)王麗婷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中華生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雅



9789864711048 我的百歲母親手記: 拙耕園故事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086 我的百歲母親手記: 拙耕園故事(簡體字版)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307 相約五股: 六房媽過爐 徐雨村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717 唐宋遼金元玉器專輯 蔡勝雄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7491 中華民國系統科學與工程會議論文集. 2017 黃有評, 許陳鑑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301 前瞻技職教育 丁克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318 大學衍生企業 陳愛娥等合著; 楊國賜, 胡茹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325 大學創新轉型發展 陳愛娥等作; 楊國賜, 胡茹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0332 深耕技職教育 陳愛娥等合著; 楊國賜, 胡茹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036 中國民國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專輯. 第26屆林興訓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3711 樹木健全性檢查及診斷實務管理手冊 林振榮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5585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2015-2016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1541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17 方耀凡等作; 黃兆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903 海峽兩岸紡織學術論壇暨第33屆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謝建騰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802 支聲複音/異音Heterophony專輯 潘世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6886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第22屆張嘉玲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設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音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室內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骨質疏鬆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產事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系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技職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六房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翫雅集玉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904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習慣領域學會年會暨習慣領域學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第二十四屆國立中興大學習慣領域研究室,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習慣領域學會編著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937 專題郵刊. 19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924 不用電腦學程式: 輕鬆介紹程式設計、資料結構、演算法保羅.寇松(Paul Curzon)著; 紙飛機團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206 景觀. 2017-I 周子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900 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62週年紀念專刊 中華民國農業教育學會全體理監事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820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不丹、尼泊爾篇 洪妤靜著 初版 其他 10

9789574953820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不丹、尼泊爾篇 洪妤靜著 初版 其他 -9

9789574953837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斯里蘭卡篇 蔡幸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844 新南向市場教戰守則 外貿協會市研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851 新南向市場探索: 從文化差異看市場行銷 外貿協會市研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868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泰國、寮國篇 華紹強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882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緬甸篇 陳宛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899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馬來西亞. 汶萊 李欣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905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越南篇 黃雅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912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柬埔寨 李統鑫箸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929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澳洲, 紐西蘭 施懿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936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孟加拉 徐裕軒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6670 八十臺陽.再創高峰特展專輯 吳隆榮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929 南部展. 第64年 蘇連陣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5909 台灣廣播經典名人錄 飛虎等作; 吳國禎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癌症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播電視節目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陽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業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軟體自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習慣領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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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33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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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023 The 7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編] 平裝 1

9789869388030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501 這是一本SketchUp的書: 2017年我們一起寫的 陳力欣著 平裝 1

9789869475518 這是一本Lumion的書: 挑戰六秒鐘出圖 陳力欣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606 古文化園地養生渡假知識攝影專輯. 1, 花東 林雲騰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9230 金門公共事務專題座談會: 金門文化資產保存現況與展望盧延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537 2017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902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9264716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264723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264730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3冊 2

9789869264747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4冊 2

9789869264754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5冊 2

9789869264761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264778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7冊 2

9789869264785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8冊 2

9789869264792 「溫馨心.世代情: 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黃棋楓等編輯 平裝 第9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3450 盈暉齋藏書畫集 王頂村編著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705 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 2015年 汪毓瑋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144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暨中華創意台灣研究學會聯合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7賴志松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土安全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華書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金門旅臺公共事務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信用評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太陽系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東亞古玉石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9034 視障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 何世芸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4894 國際金融與匯兌 康蕙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4900 服務業管理 張旭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724917 金融市場實務 鄭廳宜, 楊成福, 許銘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724924 經濟學 謝文盛, 趙振瑛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4931 字彙與閱讀 邱怡慧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4955 證券市場 謝富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4962 消費者行為 鍾燕宜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724948 會計學 謝銘仁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4979 策略管理 閻瑞彥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405 新詩畫語: 流動的生命 唐潤洲文; 張晨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290 Determinants MNEs' Entry Decisions Wu, Yu-Yi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424 良牧勝於良醫: 教牧關顧輔導的理論與實踐 李清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855 臺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7年版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10版 平裝 1

9789866724862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7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第47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8921 空軍空運機部隊史 李嘉錠主編輯 精裝 1

9789869178938 百年回顧話滄桑: 一個空軍老兵的感慨 陳鴻銓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2675 讀懂莫言 吳樹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82 讀懂賈平凹 胡功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699 少年曹操傳奇 張興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05 恐懼,你好 余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12 強迫,你好 方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29 小貓柳薩 彭懌飛著; 王含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36 輪椅上的傳奇: 霍金 張友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43 近代西方哲學之父: 笛卡爾 劉自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50 進化論之父: 達爾文 李國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67 經院哲學之王者: 阿奎那 江作舟, 靳鳳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74 思想的遠足者: 康德 易杰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81 聖火點燃者, 馬克思 梁雪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798 詩人哲學家: 尼采 劉根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戰史文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聯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華電腦排版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9789865682804 電磁學集大成者: 馬克斯威爾 周兆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811 相對論之父: 愛因斯坦 易杰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828 萬有引力之父: 牛頓 顏鋒, 李國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835 劉銘傳家族 馬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842 戰地黃花(宣傳畫卷) 張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859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82866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82873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82880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82897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82903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82910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82927 淮南子傳奇 陳建強主編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82941 故園屐痕 邵孔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958 抑鬱,你好 耿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965 尋找美的家園 陳祥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972 大唐茶聖與茶道: 陸羽和李冶的故事 王友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989 火把節 張躍, 張海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2996 清明節 田阡, 石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07 那達慕 張曙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14 重陽節 李曉燕, 謝黎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21 中秋節 田阡, 欒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38 七夕節 彭新良, 譚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45 元宵節 張躍, 王曉豔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52 端午節 田阡, 石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69 潑水節 張躍, 徐子珺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76 春節 張躍, 李曦淼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3738 105(2)職安系實習生暨研究專題成果發表會 陳億純編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7198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許福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523 日本太古傳說:先知徐福 徐鴻進, 徐婉菁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697 食物從哪裡來? 艾蜜莉.波恩(Emily Bone)作; 皮得.艾倫(Peter Allen)繪; 甘錫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96 生態小偵探. 3: 哇!人體原來這麼酷! 瑪姬.李作; 甘錫安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602 台灣鬼仔古 林美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106 透析病人健康促進手冊 許珊毓, 黃心樹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月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想事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40

中華醫事科大職業安全衛生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266 三國人物攻略. 卷二, 司馬懿 汪鵬生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3976 自然 王笑非, 丁倩, 曾文麗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63983 自然 王笑非, 丁倩, 曾文麗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363990 科技 王笑非, 丁倩, 曾文麗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9507 科技 王笑非, 丁倩, 曾文麗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9552 萬物是什麼煉成的 聖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569 那些煩人的數字 張春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576 從掃把到空中霸主 于向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583 解密光的魔法 于向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590 給你點顏色瞧瞧 陳健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07 在火星上踩個腳印 陶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07 在火星上踩個腳印 陶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14 好習慣故事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21 好性格故事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38 好行為故事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45 好品德故事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52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地理與氣象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69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可愛的動物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76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生活小常識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83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宇宙和地球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590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神奇的科學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05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歷史與文化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12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我們的身體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29 好孩子最感興趣的十萬個為什麼. 有趣的植物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36 睡前5分鐘小故事. 智慧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43 睡前5分鐘小故事. 溫馨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50 睡前5分鐘小故事. 品德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67 睡前5分鐘小故事. 生活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74 睡前5分鐘小故事. 夢幻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81 睡前5分鐘小故事. 好習慣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398 睡前5分鐘小故事. 經典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03 睡前5分鐘小故事. 成長卷 鄢磊, 汪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10 中國名家童話. 寄來寄去的螞蟻 王一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27 中國名家童話. 天哪,司機是老虎 呂麗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34 中國名家童話. 青蛙國王 冰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41 中國名家童話. 我要和蒲公英一起飛 金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58 中國名家童話. 好心眼兒妖怪 葛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65 中國名家童話. 河馬闊闊和九隻小老鼠 蕭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72 中國名家童話. 掛滿星星的小村莊 張秋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089 中國名家童話. 兔子的名片 周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171 暑假鷹計劃 謝倩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188 丫頭小子在行動 謝倩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195 灰姑娘日誌 謝倩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01 搞怪明星毛大帥. 會飛的臭腳丫 張年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18 搞怪明星毛大帥. 瘋狂的玫瑰 張年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25 搞怪明星毛大帥. 求求你叫我一聲淑女 張年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32 搞怪明星毛大帥. 鮮花送給馬美美 張年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49 讀一本好書: 中小學生暑期閱讀徵文活動獲獎作品集. 中學卷安徽省中小學生暑期閱讀活動組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56 讀一本好書: 中小學生暑期閱讀徵文活動獲獎作品集. 小學卷安徽省中小學生暑期閱讀活動組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63 秘密花園 王喜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70 寺院裡的小松鼠 王喜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87 蜘蛛的寶石 王喜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294 追風貓之復仇記. 貓狗大戰 白金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300 追風貓之復仇記. 學藝 白金子著 初版 平裝 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匹歐匹實業



9789864950317 追風貓之復仇記. 奇遇 白金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348 娃娃樂園. 童話小屋 陳曉虹等寫; 雨青等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50355 娃娃樂園. 成長故事 陳夢敏等寫; 趙光宇等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800 飛行.奔馳: 自遊騎士插畫家 黃泰壽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763 溯及既往 彭賢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770 第三自然 耿皓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86 有光的所在: 大園國際高中三年記 大園國際高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7086 有光的所在: 大園國際高中三年記 大園國際高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5868 Incorporating theatrical project into curriculum design: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each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t a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李又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7831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 陳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855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III: 印度文明經典 何建興, 吳承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862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I: 中國文明經典 傅佩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879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II: 希臘文明經典 徐學庸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886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古國系列 傅佩榮等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00893 給未來的藝術家 何懷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909 生命的學問12講 王邦雄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38585 標準實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五版 精裝 1

9789864292523 我的1000個生活單字 Caroline Modest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30 我的1000個動物單字 Agnes Besson文字; Manu Surei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47 我的動物小小書: 農場動物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54 我的動物小小書: 野生動物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61 我的動物小小書: 海洋動物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78 我的動物小小書: 小小動物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85 我的動物小小書: 動物寶寶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592 我的動物小小書: 動物園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08 我的認知小小書: 數字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15 我的認知小小書: 形狀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22 我的認知小小書: 顏色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39 我的認知小小書: 人物職業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46 我的認知小小書: 商店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53 我的認知小小書: 公園設施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677 我的認知小小書 李文斌繪圖; 林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292752 10隻小熊愛數數 Igloo Books作; Fhiona Galloway繪; 許庭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769 10顆星星愛數數 Melanie Joyce作; Gabrielle Murphy繪; 許庭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936 字的形、音、義辭典 吳美玉編寫; 王淑葦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2943 漢字說故事. 3, 人事篇 莊彬, 莊文韋編著 ; 賴昱旻繪圖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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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送存冊數共計：56

水影坊工作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9789864292950 漢字說故事. 1, 自然篇 莊彬, 莊文韋編著 ; 賴昱旻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967 漢字說故事. 2, 物象篇 莊彬, 莊文韋編著 ; 賴昱旻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2974 六座拿破崙石膏像 朴鐘官文.圖; Sushi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981 消失的祕密文件 朴鐘官文.圖; Sush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2998 修道院公學的綁架事件 南春子文; 姜瑜, 韓結圖; Sush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01 恐怖谷之離奇的死亡 南春子文; 韓結圖; Sush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18 波西米亞王國的祕密 南春子文; 姜瑜圖; Sushi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25 恐怖谷之特殊的入會儀式 南春子文; 韓結圖; Sushi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32 找一找動物去哪了? Egmont文; Lo Cole圖; 世一編輯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056 國小高年級作文: 作文從善用詞彙成高手 世一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63 國小中年級作文: 作文從會分段落進階 世一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70 國小低年級作文: 作文從看圖說故事開始 世一編輯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087 一個屋簷下 許麗萍文; 達姆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094 新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七版 精裝 1

9789864293100 嘿唷~嘿唷~麵粉村 林淑貞文; 陳和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117 生態.人文異想不到的親子探險輕旅行: 大手牽小手,跟著穎慧老師走讀趣林穎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124 字的形、音、義辭典 吳美玉編寫; 王淑葦等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4293155 植物小百科 曾慶珠, 周曉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3162 重型機車小百科 葉毓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3193 血字之謎.安靜的怪人 李萬洙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209 血字之謎.復仇戲碼 李萬洙文、圖 平裝 1

9789864293216 消失的新娘 李根文、圖 平裝 1

9789864293223 遭竊的藍寶石 李根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230 四個簽名之別墅悲劇 李龍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247 四個簽名之危險追擊戰 李龍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254 寫作力基礎: 修練基本功 林葳蔡恆專業國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346 新編標準國字筆順字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353 寫作力進階: 衝刺滿級分 林葳蔡恆專業國文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8023 台一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林景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704 夏天已過去 呂紹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711 下一秒的人生 劉北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136 原拓漢隸乙瑛碑入門暨集字作品應用 陳景聰, 吳清圳合編 平裝 2

9789869376136 原拓漢隸乙瑛碑入門暨集字作品應用 陳景聰, 吳清圳合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201 百年立霧溪: 太魯閣橫貫道路開拓史 金尚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355 天堂小孩 幸佳慧作; 林家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492 帝國的慰安婦 朴裕河作; 劉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553 好麥給你好麵包 楊馥如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560 愛唱歌的小熊 吳易蓁文; 廖佩慈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577 懷樹又懷人: 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林莊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584 在繪本中看見力量 小大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文化



9789865710903 相見歡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10910 相見歡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710927 相見歡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10934 相見歡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710941 相見歡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710958 心有凌熙 莫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0965 人渣反派自救系統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10989 人渣反派自救系統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710972 人渣反派自救系統 墨香銅臭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326 鄉村旅遊服務創新 鄭健雄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63 寂寞出口 康郁達(末生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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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4803 在分享與陪伴中: 認識耶穌 彭浩靈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100 消防系統功能驗證作業程序. 2017 林世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209 給孩子的喜訊. 第四冊. 課本 梁熾才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6216 給孩子的喜訊. 第四冊. 教師手冊 梁熾才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6223 給孩子的喜訊. 第五冊. 課本 梁熾才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6230 給孩子的喜訊. 第五冊. 教師手冊 梁熾才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8760 第一夜的薔薇 明曉溪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78944 全家老小不生病的健康瑜珈 Sujit Kumar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8951 神奇的平底鍋料理術 Orange Pag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968 愉快的老後 保坂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975 世界末日前必吃的50種夢幻食材 丸岡武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8982 Super food超值特惠組 茱莉.莫里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78999 3分鐘重整核心肌群: 掌握2大呼吸要訣,3步驟讓走樣的體型回正!花岡正敬著 平裝 1

9789869371100 壽司之神 里見真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17 這樣吃 最排毒 青山有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24 圖解人體實用經絡手冊: 1秒鐘找準穴,3分鐘會用穴吳中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31 睡前5分鐘,讓孩子多長10cm 宋淑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48 育兒止咳關鍵全書: 不用西藥 名中醫兒科的獨門治咳小妙招迅速幫小寶貝根除易咳體質!范聖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55 撞鐘校長十五年 古文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62 走路回春法 石田美由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79 不只是料理,還有家的味道: 200道日劇滿分嬌妻必學的經典家常好味橘香彩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86 把麵包機變萬能料理機 vic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193 最快速!最有效: 捏耳排毒法 唐金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07 100天大月子 李東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14 打造不會罹癌的身體 小林弘幸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末生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石牌信友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白日夢創意開發



9789869441421 健康我最大: 潘博士嚴選30堂好食課 潘懷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38 自然果乾: 給孩子最健康、安全的零添加好食物美好生活編輯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45 1張鐵路周遊券玩遍四國 牛奶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52 2週輕鬆戒掉小麥: 無麩質料理自己做!! 富比士.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69 燃脂瘦身曆 彭燕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76 健康百變冰塊: 做好番茄冰和洋葱冰,料理調味隨時都好用!: 減糖值、抗氧化的最佳選擇村上祥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483 冰箱常備菜130道 ORANGE PAGE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814 不腦殘科學. 2 PanSci泛科學專欄作者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44 控訴 潘迪作; 劉雪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51 說個好故事,讓世界記住你!: TED x Taipei行動夢想家教你用8分鐘散播好點子,改變全世界!宋怡慧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68 改變時代的日本人 李拓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75 大前研一決斷聖經: 晉身職場勝利組的88條黃金守則大前研一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82 今晚,我們用人生調味 伊莎貝兒.文森(Isabel Vincent)作; 趙丕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299 樂觀病：給正面思考中毒的人的快樂解藥 奧利佛.柏克曼(Oliver Burkeman)著;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08 過敏的大腦: 耳科權威教你徹底擺脫暈眩、耳鳴、偏頭痛的煩惱!賴仁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15 總裁獅子心 嚴長壽著 修訂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6922 聰明的脂肪: 脂肪吃得越多,體重減得越多 史蒂芬.麥斯利, 強尼.包登監修;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39 姊妹的50道陰影: 婦產科名醫教你好好愛更性福!陳保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000 小李觀點: 人生的認知與準備: 面對混亂世界灌注正向能量李永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704 南傳<>註故事集 覺音論師作; 釋大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034 119急救現場續集 王珏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041 世界上最厲害的魔術師 麥特.艾蒙森著; 蓋瑞.帕森斯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0065 任小雞挑選: 拉拉熊的生活12 Aki Kondo圖.文; 高雅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089 沉香. 2 陳興夏, 廖振程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12 然後,我想起你了 麵包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50 小資族十萬元變身商旅包租公 陳定朋, 廖珀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67 愛過以後忘記的事 冒牌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74 我與豆海豹的飼養日記 米村真弓作; 高雅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81 大廚到我家: 邱寶郎的台灣廚房國宴主廚教你117道耳熟能詳的住家好味道邱寶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298 拉拉熊: 四格漫畫. 5 Aki Kondo圖.文; 高雅溎翻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99408 讓手相占卜為你招來幸福! 卯野TAMAGO文;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415 木藝師游禮海: 雕琢生命智慧的工藝瑰寶 陳銘磻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446 氣炸鍋,零失敗: 80道美味提案,炸、烤、煎、烘、焗、醬燒,一鍋多用!JJ5色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453 天醫光啟轉化之生命覺醒 高善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460 有你就是最美的童話 Selena, Crystal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477 教育的蛻變: 卦爻符號(Code)在程式設計(Coding)上的運用創易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484 拚搏: 吳富榮的保全集團傳奇 吳富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12270 媽媽睡了 張秋生文; 李文斌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12287 吊在月亮下的貪心鬼 張秋生文; 張山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12294 失望的小虎 胡欣蘭文; 林明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巧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立宇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行蘭若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平安文化



9789862912300 漂亮小青蛙 張晉霖文; 李國龍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12317 歡樂童年創作繪本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67238 斯土有情: 溫進燻 水彩、油彩作品集 溫進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67238 斯土有情: 溫進燻 水彩、油彩作品集 溫進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543 橡膠帝國: 亨利.福特的亞馬遜夢工廠 葛雷.格倫丁(Greg Grandin)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567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1914-1933回憶錄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周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7574 理想的告別:找尋我們的臨終之路 安.紐曼(Ann Neumann)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581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周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598 依海之人 俐塔.雅斯圖堤(Rita Astuti)著; 郭佩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604 破解希特勒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 周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727611 德意志: 一個國家的記憶 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著; 周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447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自己是對的?: 不知不覺掉入的101種慣性思考陷阱李南錫著 其他 1

9789869493901 比八卦更重要的事 陳鎮宏口述; 陳心怡主筆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3949 創意思考的祕密在聯想力 朵特‧尼爾森(Dorte Nielsen)&莎拉‧瑟伯(Sarah Thurber)著; 劉名洋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3956 迎向溫柔生產之路: 母嬰合力,伴侶陪同,一起跳首慢舞諶淑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026 為什麼我們的關係總是卡卡的? 裘凱宇, 楊嘉玲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033 色彩的履歷書 卡西亞.聖.克萊兒(Kassia St Clair)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040 讀畫搞懂世界經濟史 宋炳建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828 宋朝那些人還是有話說! 景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42 蘇東坡別傳 方志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66 愛情心理學 趙凡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73 幽默的力量 麥斯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80 小故事大商道 黃易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897 最好的推銷員都會這樣做 黃易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310 歡迎光臨,我是你爸爸! 梁赫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327 孩子我懂你,我們一起旅行去!: 就從沖繩開始 呂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334 白色魔術: 紙的文化史 羅塔爾.穆勒(Lothar Müller)著; 徐潔, 潘世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9669 觀音神諭卡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著;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737 個人覺知的力量: 增強心靈感知 開啟能量運作之門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作; 羅孝英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39829 象神有聲書: 創造財富的能量筆記本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843 創造金錢: 吸引豐盛與人生志業的靈性教導 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 杜安.派克(Duane Packer)著; 羅孝英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739850 神聖蓮花冥想有聲書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874 男孩們的那些鳥事: 擺脫魯蛇的第一本性書 安德魯.史邁勒(Andrew P. Smiler)著; 林瑞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881 慾望の回歸: 剪斷性與慾望的拉鋸線 吉娜.奧格登(Gina Ogden)著; 鍾莉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904 自然絮語占卜卡 安潔拉.哈特菲爾德(Angela Hartfield)著;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911 如是: 如己所是,從靈魂內在做真正的自己 許宜銘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立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巧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左岸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227 春江水暖: 三十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 1980s-2010s呂芳上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2931 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毛駿騰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112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士敦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594 丙級冷凍空調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謙育, 楊瑋倫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761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 I, 主題式學習講義含解析本黃慧容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3853 乙級技能檢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術科實作秘笈含解析本吳秀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884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解析 黃種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3914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與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超越講義含解析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921 升科大四技數學C領先講義含解析本 林宸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3938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 盧浩賢, 林家瑋, 戴麒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945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李宗榮, 蔡文佳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395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 II, 主題式學習講義含解析本黃慧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969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鄭育祥, 黃文才, 李俊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976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邱佳椿, 林孟郁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3983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鶴嘉文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3990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歷屆試題含解析(專業一、二工程力學、工程材料、測量實習、製圖實習)胡錦鳳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03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製圖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張文澤, 李光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27 升科大四技 機械群機件原理跨越講義含解析 鍾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041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挑戰A+高分講義含解析陳惠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58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工程材料升學寶典含解析張盛進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72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跨越講義含解析蔡耀智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89 升科大四技 資電類數位邏輯含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傑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096 升科大四技電機類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周達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102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航太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119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本郭庭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126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概論與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高敏聰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133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及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旺根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140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陳新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157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基礎生物升學寶典含解析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164 KODU主題式3D遊戲程式設計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4171 用Scratch(mBlock)玩Arduino基礎控制 梅克2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4188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升學寶典含解析本 黃錦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195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汪深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4201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 林楓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218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與外語群計算機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4225 隨手取材輕鬆玩創客木工: 使用Scratch2.0程式設計廖宏德, 陳奕學, 盧建邦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4249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升學寶典含解析蘇淑慧, 韓京倫, 張秀娟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263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升學寶典含解析高登, 黃鈺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270 國文雙面進擊含綜合測驗與寫作測驗附解析本盧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287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學寶典含解析 林佳蓉等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294 升科大四技數學C跨越講義含解析本 許燦興, 黃秀雯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4554300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 江元壽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317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二升學寶典含解析(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魏明堂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324 升科大四技數學B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巫曉芸, 施議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331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基礎化工篇升學寶含解析蔡永昌, 王丹雲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348 升科大四技數學C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巫曉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355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詹升興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362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化工裝置篇升學寶典含解析劉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379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領先講義含解析本孫明華, 賴育材著 3版 平裝 1

9789864554386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與分析化學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6版 平裝 1

9789864554393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409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江元壽著 5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世界大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978986455441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 柯雲龍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4423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林昂, 林欣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430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呂巧華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454 升科大四技數學B最佳方略含解析本 林燕玲, 簡美智, 陳彥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485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含解析 劉君慧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449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突破寶典含解析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50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淡定高分王含解析蕭文章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515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含解析黃銘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52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基本電學實習突破寶典含解析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4539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上, 餐廳篇劉君慧編著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4554546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下, 旅館篇劉君慧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553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含解析図書之介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4560 升科大四技國文歷屆試題完全攻略含解析 孫如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57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科(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考前秘笈蘇文雄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58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曾清旗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591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學寶典含解析 胡秝羚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4607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外語群、資電類、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跨越講義含解析致勝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61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色彩原理升學寶典含解析 耿立虎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621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上, 緒論、餐飲、旅館篇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554638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下, 旅行業、總結篇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645 升科大四技飲料與調酒升學寶典含解析 范之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55465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楊玉清, 郭靜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4669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 蕭如妙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4676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業一、二(餐旅概論、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歷屆試題含解析賴佳蕙, 何怡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690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化學升學寶典 蔡永昌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706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升學寶典 許信凱, 王賢君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4713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554737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4720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 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五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554768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英語類專業二(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屆試題含解析. 2018年張玉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4782 升科大四技英文歷屆試題與模擬試題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 2018年許雅惠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4799 升科大四技國文高分必勝訣竅含解析本 王厚傑, 李郁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4829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 I奪寶高分王含解析黃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843 BAP Documents文書處理Using Microsoft® Word 2010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Fundamentals Level實戰指南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5487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基礎圖學術科實作. 3(應用篇)含解析本大容設計研究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881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 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898 PVQC餐飲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通關寶典 e檢研究團隊編譯 六版 其他 1

9789864554911 領團實務 陶德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928 聚焦英文文法講義 林欣穎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928 聚焦英文文法講義 林欣穎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935 升科大四技數學C: 決戰60回含解析本附公式集凌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4942 輕鬆學基礎英文法含解析 林俊傑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4980 職場倫理: 含WE職場倫理認證 楊政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5000 升科大四技數學C模擬與歷屆試題含解析 巫曉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017 器之布白: 文化器物形制與銘文布白之意象研究顧惠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024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All Pass解答本(Dataset 2&3)李權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5055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 謝沄芸編著 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0864 FinTech完全解析 數位時代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203 圖解電子回路 稻見辰夫作; 陳蒼杰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10 尊重與觀察: RIE創辦人瑪德葛伯教你如何讓孩子獨力學習瑪德.葛伯(Magda Gerber)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27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排列組合篇 結城浩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34 3小時讀通基礎機械製造 門田和雄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6

送存冊數共計：98

巨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9789869456241 教養,從讀懂孩子的心開始: 爸媽的必修課,解讀嬰幼兒行為密碼ゆうき ゆう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58 腳趾按摩伸展全書: 搞定你的腳,肩膀僵硬、膝痛、腰痛、頭痛...全部消失西川岳儀, 松藤文男, 松藤克也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65 日本免疫療法醫師,教你啟動自愈力,正知正念面對癌症谷川啟司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72 情緒失控: 如何面對感情、工作、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片田珠美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74 這個腐女子不得了. 2: 恥度無下限的上班族日常津々井著; 曾沛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750 空中巴士A350XWB: 超長程雙引擎廣體客機新霸主王聖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570 群書治要360(中法對照)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605624 廣韻校勘記 三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327 歷代碑帖經典集字聯: 顏真卿多寶塔碑 田德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34 歷代碑帖經典集字聯: 王羲之聖教序 田德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41 歷代碑帖經典集字聯: 王羲之蘭亭序 田德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58 歷代碑帖經典集字聯: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田德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65 歷代碑帖精粹: 清楊沂孫篆書仲長公理樂誌論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89 歷代碑帖精粹: 唐顏真卿祭侄文稿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396 歷代碑帖精粹: 唐陸柬之文賦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02 歷代碑帖精粹: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19 歷代碑帖精粹: 明唐寅落花詩冊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26 歷代碑帖精粹: 明王寵西苑詩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33 歷代碑帖精粹: 宋趙佶(宋徽宗)瘦金書千字文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40 歷代碑帖精粹: 清吳讓之篆書吳均帖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57 歷代碑帖精粹: 唐褚遂良伊闕佛龕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64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鄭文公下碑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71 歷代碑帖精粹: 北魏石門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488 歷代碑帖精粹: 晉王羲之尺牘 薛元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32 廣告大未來: 後ECFA時代臺灣廣告產業未來的商機與出路藍圖黎佩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49 遊戲行銷: 社交遊戲廣告置入與品牌互動剖析 黎佩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56 電視節目置入性行銷效果之實證性研究 賴建都, 黎佩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021 穿越時空的便條紙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38 太尉請納妾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45 晨露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52 玉面修羅戀逆妃 童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69 禁愛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76 將軍回心轉意 衣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83 讀心丫鬟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090 軍師,請躺下 唐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113 童話哪有這麼萌 姬吹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744 虛空無極大道真佛心經寶典 精裝 2

9789865924744 虛空無極大道真佛心經寶典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世界民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208 古文觀止精華章句擇要 劉廣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919 立足聖道的創意禮拜實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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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44521 三王香路誌 黃文博, 周宗揚合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4858 浪打小島歪三年(簡體字版) 陳語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71 幽靈書生: 校園文革恩仇錄 黃學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88 歷史課本沒教的冷知識 莊承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95 健康.滿足(綜合版): 新增腿部經絡調理及病例說明許漢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77 流雲集 白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091 六相圓. 三, 歸圓書 王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14 性別力 蕭郁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21 Choral or Autonomous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Feminist Drama溫惠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45 竹山陳家的故事 陳加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5152 有種幸福叫...... 陳潔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69 靈界,好神. 2: 超越因果後 游貴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76 摸日子 樊孝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83 通靈人之因果定律 江嘉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85183 通靈人之因果定律 江嘉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90 追求一致的舞台燈光線性: 調整燈光亮度曲線之對策初探任懷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06 女性認同: 以Sylvia Townsend Warner作品為例 房智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13 逆風追夢 朱維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20 說出髮的祕密: 實用頭皮圖鑑工具書 范亭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37 穿靰鞡的人們 劉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5244 大競合 郭明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51 臺灣梅鏡傳芳開基祖泉州梁克家文化資產探討事略調查彙編喻幸國, 謝懷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68 臺語字典 陳浪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5275 507個憂鬱天 徐培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82 呆人痴語 劉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05 量子黑貓: 我在宇宙每個角落手護你 黃須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12 室內裝修木工材料及工法初步解析: 木工相關技術士學科考試教材柯一青, 林木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29 毛小孩的神秘力量: 從德國與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的動物保護問題劉威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36 吊功法: 腎等各類慢性病症的終極運動法 陳政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43 羅生門女兒外篇 feliophil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50 擁抱每一個生命: 一位社會記者的告白 楊逸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81 國中幾何證明大全 簡廷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092 福氣爚鶯歌: 鶯歌地區土地公廟訪查實錄 呂江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2589 次法: 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72589 次法: 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72596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一輯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2

石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康保安宮

禾耘圖書文化



9789869497008 我的菩提路. 第三輯 王美伶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008 我的菩提路. 第三輯 王美伶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015 法華經講義. 第十二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7022 八個奇妙的心 The Englightenment Education Foundati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97039 法華經講義. 第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039 法華經講義. 第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046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三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7053 次法: 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7053 次法: 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7060 法華經講義. 第十四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7077 法華經講義. 第十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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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563829 盼望之路 張漢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3836 門徒之路. I: 門徒栽培手冊 李永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843 門徒之路. II: 門徒栽培手冊 李永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850 二十四小時仰望耶穌的人: 老我已經死去,耶穌現在活在我裡面劉基成著; 朴仁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867 十誡: 愛神愛人的屬天導航 車俊熙著; 丁燦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3874 不屈不撓: 屈膝禱告經營跨國企業的智慧 崔福伊著; 叢成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005 墨華篆香: 陳勝德書瑑印鈕作品集 陳勝德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738 破蛹而出 史蒂芬妮.司.托蘭(Stephanie S. Tolan)著; 柯倩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790 兔子阿姨的春花秋葉 陳素宜文; Yating Hung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06 旅行拼圖 劉宗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37 不一樣的維他命 謝鴻文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44 智慧閱讀: 多媒體語文教學模式與實踐 許育健, 徐慧鈴, 林雨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51 語文桌遊自造課 賴秋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68 情緒小小兵 賴小禾文; 蔡嘉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99 百年風雲: 中華民國的革命、遷徒與重建 李功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607 台塑企業消防實體訓練教室術科教材 魏民記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1229 倫敦地鐵: 30個風格車站X110處美好風景,串出最美的倫敦旅程蔡志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1601 倫敦地鐵購物遊: 5大區人氣商圈x300家精選好店,時尚達人帶你走跳倫敦蔡志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28 行動支付大解構: 掌握新消費習慣 盧.納特(Lew Nat)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59 關西單車自助全攻略: 無料達人帶路,到大阪、京都騎單車過生活!Carmen T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66 闖進別人家的廚房: 市場採買X私房食譜,橫跨歐美6大國家找家鄉味梁以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73 預約。好好告別: 人生最後的期末考,讓我們好好說再見朱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80 從零開始,跑出自我: 國際馬拉松冠軍專業分享,帶你跑出不一樣的人生吳敏, 劉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297 做孩子的超級粉絲!用心不用力,傾聽是最好的教育李育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05 五味八珍的歲月 傅培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12 智慧穿戴大解構: 引爆下一輪商業浪潮 陳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36 我去安地斯山一下: 謝忻的南美洲之旅 謝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43 瘋路跑: 從最正統到最瘋狂,195場讓你大呼過癮的路跑賽事!娜塔莉希瓦作; 彭小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29 温語錄: 如果自己都討厭自己,別人怎麼會喜歡你?温秉錞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台塑石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令雅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4

以斯拉



9789869501750 一群人的老後: 我在台北銀髮村的三千個日子 黃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67 一根筷子啟動身體自癒力: 隨來筷鍼x居家保健游基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74 慢慢來我等你: 等待是最溫柔的對待,一場用生命守候的教育旅程余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81 和日本文豪一起吃飯: 京豆腐、握壽司、昭和啤酒,還有紅豆湯......太宰治等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781 和日本文豪一起吃飯: 京豆腐、握壽司、昭和啤酒,還有紅豆湯......太宰治等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125 終疆. 5, 湛疆基地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73 夢想,在路上 尤文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9380 末等魂師. 4, 談不攏,就翻桌! 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87985 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學. III, 臨床實務應用 毛慧芬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0226 小兒職能治療學 陳官琳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40233 小兒職能治療學 王湉妮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40240 物理治療精選. 5, 操作治療與輔具學 胡媄婷, 葉佳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0257 客製化運動處方 John C. Griffin作; 蔡櫻蘭等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500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平本) 蔡典宏編纂 平裝 1

9789869456517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大本) 蔡典宏編纂 平裝 1

9789869456524 蔡炳圳七政經緯通書(特大本) 蔡典宏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461 伊斯蘭怎麼了: 地圖解讀跨越千年的穆斯林文化私市正年著; 李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4984 且把年華贈天下 姒錦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74991 且把年華贈天下 姒錦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455510 南方有佳人. 上卷, 越女西施 青木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527 南方有佳人. 下卷, 寤寐求之 青木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541 孤芳朕賞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558 小嫡妻 小醋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455565 小嫡妻 小醋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455572 小嫡妻 小醋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455596 我的竹馬是男配 冬天的柳葉著; 七海iris繪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484701 我的竹馬是男配 冬天的柳葉著; 七海iris繪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484718 我的竹馬是男配 冬天的柳葉著; 七海iris繪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484756 嫁個傻夫不一般 愛璦一生作 平裝 上卷 1

9789869484763 嫁個傻夫不一般 愛璦一生作 平裝 下卷 1

9789869484787 首輔養成手冊 聞檀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368 書畫管見集 王耀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公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4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正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禾楓書局



9789869489706 大格局 陳弘毅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508 台灣.印象: 墨海希聲書畫創作集 呂麗莉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679 簡單老師和想飛的企鵝 齊藤洋作; 大森裕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693 簡單老師和想變可愛的獅子 齊藤洋作; 大森裕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709 光陰之盒 安德里.賽恩.馬納松(Andri Snær Magnason)著; 陳靜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716 快快城市最快的爺爺 朴永玉作; 惠敬繪; 葉雨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723 循環電車轉圈圈 間瀨直方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747 征服繩索的女孩 艾瑪.卡蘿(Emma Carroll)著; 黃琪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754 小雨蛙的花種子不見了 景山真貴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761 聽,月亮在說話 車在赫作; 崔恩英繪; 葉雨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778 簡單老師和想吃自己夢的夢貘 齊藤洋作; 大森裕子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792 微笑吧!動物天使 陳三義著; 尤淑瑜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702 世界蝴蝶之美昆蟲之奇 陳維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740 教育實踐與設計實務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 2017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0757 教育實踐與設計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200 映像16' 戴均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5305 營造新家園: 在城市遇見心建築 黃齡儀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2711 修心七義 登巴宇色格西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009 電鍍技術基礎專書 陳振航, 黃炳照, 台科大老師團隊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204 泥構.釉跡: 台灣陶瓷學會邀請展. 2016 王怡惠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陶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建築美學文化經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格魯解行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音樂紀錄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台灣昆蟲生態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文聯藝術界聯合會



9789869539104 冬福滿人間: 台灣基督藝術協會聯展. 2017 鄭美華, 王娟娟編輯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703 拯救你人生的指紋密碼聖經: 讓你事業發達、愛情如意、子女優秀的幸福寶典張雲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8053 台灣綠水畫會聯展. 第二十七屆 平裝 1

9789868858053 台灣綠水畫會聯展. 第二十七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160 文具上手: 12位專業人士活用文具的靈光 土橋正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77 文具的品格: 全球經典文具的深度巡禮 土橋正著; 葉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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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35244 Confronting mortality: disease, disaster, disruption, and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Scott, Carolyn F., et al.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268 做好策略規劃之SWOT定量化分析手法 許如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275 城市的生命 謝宏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656 機車族必看!不要再花冤枉錢!: 維修師傅不會跟你說的秘密楊長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366 華麗的拋物線: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合輯. 第15屆張乃玓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128 臺院訓錄(丙申年). 卷二八 至聖先天老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135 太乙坐釋法言 至聖先天老祖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60142 大道之本 五教同源 至聖先天老祖等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179 南懷瑾禪學講座 南懷瑾講述; 林中治整理 臺灣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327 慢行,斯里蘭卡 葉孝忠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809 和好: 療癒你的內在小孩 一行禪師作; 汪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23823 魯賓遜漂流記 丹尼爾.狄福(Daniel Defoe)著;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878 薄伽梵歌: 最偉大的哲學詩 毗耶娑著; 黃寶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3885 自由: 我生命中遲來的第一次...... 潔西.杜加(Jaycee Dugard)著;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892 被偷走的人生 潔西.杜加(Jaycee Dugard)著; 葉佳怡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909 色彩 狄克.布朗(Dick Bruin)著; 葉炯明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自由心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綠水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941 周易與六爻預測 於光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742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技能檢定: 酥油皮、糕漿皮類林良田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49526 圖解制霸教育學大意 許巧燕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449540 專技社工師7合1應試寶典 蘇廷羽,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49564 記帳士5合1應試寶典 齊得勝, 蘇廷羽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56753 記帳士: 會計學概要 陳敏齡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6760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777 金融證照: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何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784 圖解制霸法學大意 彭敍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5679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481007 烘焙食品乙級全錄(麵包、西點蛋糕、餅乾) 張庭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01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能檢定應試寶典 呂堯欽等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481021 記帳士: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2合1林曉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038 社會福利服務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045 教師甄試口試實境模擬完全制霸 林緯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052 記帳士: 國文(作文與測驗) 蘇廷羽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81069 食品技師6合1應試寶典 曾皓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81076 食品技師6合1應試寶典 曾皓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81083 社會學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090 善用30分鐘日檢N4楽楽過 徐先正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518505 領隊導遊實務. 一,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18512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18529 領隊導遊英語速戰攻略 黃惠政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518536 善用30分鐘日檢N3楽楽過 林士鈞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518581 社會工作管理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102 絕對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謝坤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133 圖解制霸社會福利服務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439 說醫不二: 懶兔子漫話中醫 懶兔子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602 拒絕生病: 無病生活從65件日常小事開始 大衛.阿格斯(David B. Agus)作;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657 宇宙從我心中生起: 羅伯.蘭薩的生命宇宙論 羅伯.蘭薩(Robert Lanza), 鮑伯.博曼(Bob Berman)作; 隋芃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801 台灣人的故事: 笑談台灣傳奇人物 周茂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6913 密勒日巴大手印: 雪山空谷的歌聲,開啟生命智慧之心洪啟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920 三時繫念今譯 洪啟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36937 勝利天鼓雷音: 金剛乘教法使 敦珠法王造論; 許錫恩繙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36944 如觀自在: 千手觀音與大悲咒的實修心要 洪啟嵩著 增訂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57338 幼兒體育理論與實踐. 中級 日本幼兒體育學會編; 黃愫芬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光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好台灣歷史暨社經研究中心

行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考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738 鑑古知民法 李洙德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902 羽健身: 小資女變小隻女!輕肌力訓練讓你一瘦到位丁小羽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919 達令的法語小樂園: 法國人妻用彩圖與俗諺,帶你領略道地的法式生活RenRen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926 守衛你的情緒界線: 溝通減壓法十招,讓人際關係不再左右為難、疾病不上身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926 守衛你的情緒界線: 溝通減壓法十招,讓人際關係不再左右為難、疾病不上身賴宇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64933 街頭健身: 倒三角、胸大肌、人魚線勇氣自信一練上身邱仁政, 彭羿旻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940 解憂相談室: 從情緒整理、轉化想法,找回自信與自在的人生林耕新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957 因為健身，我正喜歡上自己: 曲線女神Gina的體脂15%塑身祕訣Gina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964 這個行為,那個動作,日語怎麼說? 冨永圭太作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013 再不去闖,夢想永遠只會是夢想. 凌子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365 遇見堅強的自己: 45個讓內心強大、生命充滿能量的動人故事財團法人生命藍海教育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587 就是比你早下班的整理術完全圖解手術 Liberal社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26600 再老實下去,老天也救不了你: 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2, 開創強勢人生周維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617 (全彩圖解)大腦使用手冊: 活用大腦就能心想事成,NLP是邁向成功的科學捷徑加藤聖龍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624 投資自己 勇敢創業: 跳出舒適圈,拒領死薪水! 羅一翀, 卓天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648 受人歡迎的60種情境說話術 水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686 人生最重要10年,決定你會成為誰: 19個微甜微苦的大人味思考,幫你把心態轉大人山口真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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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0027 美麗寶島幸福家藝文徵件作品輯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206 內、外科專科護理師甄審試題解析. 105年度 許庭綾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629 花園列車出發了 松崗達英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611 圖解.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 石田淳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28 從地理地名地圖了解世界史 宮崎正勝監修;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35 日之東.月之西: 北歐故事集 彼得.克利斯登.亞柏容森(Peter Christen Asbjornsen), 容根.因格布利森.莫伊(Jorgen Engebretsen Moe)原著; 劉夏泱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42 有求: 21度母給你愛與溫暖 索達吉堪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59 為什麼遇到不確定的事情我總是先逃避?: 13種思考,讓你擊退害怕失控的潛意識,戰勝對未知的恐懼辻秀一著; 劉佳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66 心簡單: 尋找生活意義的法則 約書亞.菲爾茲.密爾本(Joshus Fields Millburn), 萊恩.尼克迪穆(Ryan Nicodemus)著; 毛佩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673 錢教我的真理: 日本繳稅排名第一名的大戶告訴你,關於錢和人生所有你該知道的事齋藤一人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3444 日瓦金 李長豐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名典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旭采文化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2695 Power reader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2701 Power reader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2718 Power reader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22725 Power reader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22732 Hop on junior let's talk 李思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749 Hop on senior let's learn 李思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2756 Hop on senior let's talk 李思婷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2763 KK plus phonetic symbols 李思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804 光: 鄔一名個展 鄔一名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495 寫給臺大會計系的國際租稅課隨堂筆記 陳彩凰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3885 浪漫臺三線 江映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280 公主出任務. 1: 怪獸警報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文; 范雷韻(LeUyen Pham)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0297 世界上最美好的你 薇薇安.法蘭琪(Vivian French)作; 呂奕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6101 公主出任務. 2: 完美的派對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文; 范雷韻(LeUyen Pham)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18 公主出任務. 3: 飢餓的萌兔怪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文; 范雷韻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25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2, 戰爭與刑罰篇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32 黑孩子 財團法人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作; 陳怡揚腳本.繪圖; 潘响仁文字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6156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3, 日常生活篇. I, 食與衣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801 珠寶情人 曾郁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18 你是最溫和的規則: 里爾克情詩選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著; 李魁賢譯; 許悔之編選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25 差差工作日誌 李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32 讀人讀景 阮義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49 說文學之美: 品味唐詩 蔣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856 文字手藝人: 一位副刊主編的知見苦樂 宇文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63 說文學之美: 感覺宋詞 蔣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870 有鹿來: 京都的日常 蘇枕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87 義大利音樂廚房: 古典音樂好好吃 楊馥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894 我的強迫症 許悔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300 沖縄自由行: 絕對不迷路!單軌電車X觀光巴士X租車字駕,玩翻沖繩第一次就上手南基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17 500元首爾一日遊 李炳權, 權多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474 陸客不來,日本沒在怕!: 解密爆買的關鍵,為觀光產業找出一條活路中島惠著; 王麗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24 伊朗: 被消滅的帝國,被出賣的主權,被低估的革命,被詛咒的石油,以及今日的-伊朗威廉.波爾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31 地球之後: 新世界的名額注定限量,只提供給那些基因夠幸運的人查爾斯.渥佛斯, 亞曼達.R.亨德里克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48 野村證券傳奇業務教我的業務絕學 市村洋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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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侯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映瑤

吉的堡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安卓藝術



9789869463355 教出殺人犯 岡本茂樹著; 黃紘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62 死亡自決權: 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選項了嗎?兒玉真美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86 非懂不可的7堂經濟思考課: 為什麼努力工作,還是沒有錢?為什麼景氣變好,薪水還是不夠用?7位大師的經典經濟思考課,讓你弄清楚自己與國家政策、世界局勢的關係,擺脫「被淘汰」的危險!藤田康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393 找好店面的本事 D.I. Consultants榎本篤史, 楠本貴弘作; 張婷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04 爭奪非洲: 中國如何取得非洲的入場券? 法蘭克.席蘭, 安德列亞斯.席蘭作; 張綱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274 垂照千古的禪法秘要: 安般念十六勝行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2411 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7博士生論壇論文集宋燕捷, 張明治, 莊紹勇, 余勝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428 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7教師論壇論文集吳娟, 張明治, 莊紹勇, 余勝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435 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7大會論文集張明治, 莊紹勇, 余勝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62442 第二十一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2017工作坊論文集李旻憲, 蔡敬新, 董豔, 張明治, 莊紹勇, 余勝泉主編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306 金融科技 陳若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48 曾經美好 天真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821 西方語言哲學對教育轉型下台灣英語教學的影響邱碧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106 自發功 林孝宗作 修定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1174 上帝永恆的愛 黃耿亮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181 防癌抗癌靠自己: 西醫不說的養生新觀念 江晃榮, 簡光明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4516 線性控制系統 楊善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87746 以自我運動為主之新型態按摩設備研發 蘇木川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2197455 氣液壓工程 黃欽正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497 升科大四技: 家政群專二考前急救包 郭慧玲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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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33623 切削刀具學 洪良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040 創業管理理論與實務: 非知不可的幸福創業方程式李宗儒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095 高中基礎物理參考書. 一 陸怡中, 戴仁欽, 潘冠錡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248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蔡俊良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4354 科技管理 張昌財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4385 實用人因工程學 李開偉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4634408 企業訓練與發展 張仁家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發功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全球群眾募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9789864634460 管理學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477 會計學. 基礎篇 鄭凱文, 陳昭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590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學、術科解析) 張世波, 王坤龍, 洪志育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4941 計算機概論 趙坤茂等合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4958 計算機概論: 探索資訊科技 王麗琴, 郭欣怡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4972 翻轉化學學測複習講義 高貫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989 AutoCAD在電機與電子製圖之應用 張耀仁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009 計算機概論: Office 2016適用 郭欣怡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635023 優勢高中選修生物參考書. 下冊 洪永慶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635047 學測透懂物理複習題本 郭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054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結合生活與遊戲的C++語言邏輯林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5061 安全工程 張一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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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085 She Maker: 女力創客的自造年代 曹筱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092 學測特訓數學週複習計畫 羅添壽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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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115 美膚. I 蘇淑玉, 游庭筠, 黃郁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139 測量學 黃桂生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5160 智慧型控制: 分析與設計 林俊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207 丙級視覺傳達技能檢定學科術科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錡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635238 最新版國文統測GO!GO!GO!(文選篇). 2018 楊秀慧等編著 八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63524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單字記憶拼圖 陳星璇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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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313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完全破解 耿立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320 自動變速箱 黃靖雄, 賴瑞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337 升科大四技家庭教育 呂巧華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534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考前急救包 凌銘(林彥銘)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5351 精密鑄造學 林宗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368 升科大四技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 詹妙雪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382 專題製作: 機械(點石成金.飆創意. 專題創意設計之實務應用篇)楊仁聖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405 Access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吳玄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412 動畫圖解系統分析與設計 李春雄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5436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戰講義 曾清旗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5443 旅行業經營管理 張金明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450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 基礎圖學統測高分祕笈 樹。設計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474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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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498 數位航空電子系統 林清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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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528 升科大四技: 家政概論 施如意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553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英文奪分王 邱志賓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542 升科大四技: 飲料與調酒 劉貞秀, 王彬如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559 升科大四技: 色彩原理完全破解 李崇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566 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5580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一考前急救包 曾清旗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5597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講義 陳重銘, 陳映延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603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講義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610 升科大四技: 餐旅服務 吳宜真, 張涵茹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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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5634 基礎工程數學 沈昭元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641 升科大四技農業概論 陳傳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658 學測特訓生物週複習計畫 莊雪芳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635665 食物學. I 朱碧貞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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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689 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 余思漢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696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二屆 第十二屆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出版委員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702 升科大四技: 快easy通經濟學總複習講義 羅郁婷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5719 升科大四技: 餐旅群(專一)海量題庫餐旅概論 張朠紹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733 升科大四技: 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精選(附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5740 SOLIDWORKS PROFESSIONAL使用手冊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757 TQC+AutoCAD 2018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764 TQC 2016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軟體應用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771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2018最新版)(附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35788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首選(2018最新版)(附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35795 應用統計學 邱垂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801 高中公民與社會優勢參考書. 1 林起孝等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825 生產與作業管理 鄭榮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832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849 領隊與導遊精要 蕭新浴, 蕭瑀涵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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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5870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總複習世紀A選(2018最新版)(附學習地圖)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5887 電子儀表 蕭家源、劉健群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5894 圖形監控系統設計實務 方昭欽, 陳致弘, 簡銘寬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5900 學測易點靈自然考科 周志平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948 數位邏輯設計 林銘波編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4635955 數位系統設計: 原理、實務與應用 林銘波編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4635962 丙級美容學術科試題解析 盧美枝, 林台生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635979 丙級門市服務術科講義: 櫃檯作業(微創POS系統)林宜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6020 女子美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精解 呂美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037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術科試題解析 王溢川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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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6051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題庫寶典 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6068 流量分析與考題大揭秘: Google Analytics 張佳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082 金融市場 李顯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099 Protel DXP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快速入門 張義和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6105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611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二基礎圖學實作本 林怡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6136 烘焙實務 蔡英敏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150 最新C程式語言教學範本 蔡明志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636174 工程數學 蔡繁仁, 張太山, 陳昆助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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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204 丙級餐飲服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228 輕鬆學Google雲端應用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235 航空服務管理與票務 鄭章瑞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273 美膚. I 蘇淑玉, 游庭筠, 黃郁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280 類神經網路 黃國源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6297 西式點心 廖利凱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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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327 美體芳療 李秋香, 郭姿蘭, 周宥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334 升科大四技造形原理完全破解(2018最新版) 林明錚, 蔡須全, 康柏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6372 世紀海選: 計概戰鬥學園小將們の得勝歡呼 阿波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419 電子學實驗 陳瓊興編著 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36440 乙級太陽光電設置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彥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457 丙級美容技能檢定完全指南 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464 女子美髮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本 黃思恒, 黃美慧, 王財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471 管理學: 整合觀光休閒餐旅思維與服務應用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488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6518 網路定價與行銷分析表系統技術開發之研究 黃士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525 男子理髮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寶典 鍾俊德, 李源林, 李美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532 乙級印前製程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 陳碧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648 高中歷史優勢參考書. 一 安後暐, 江筱婷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963 決斷的演算: 預測、分析與好決定的11堂邏輯課布萊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 湯姆.葛瑞菲斯(Tom Griffiths)作;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9666 台灣地區房地產年鑑. 2017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編著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1

送存冊數共計：123

行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106 乘愿再來: 讓我的聲音在你心中復活 Ray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255 樂團也有人類學?超神準樂器性格大解析 茂木大輔著; 黃卜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55 樂團也有人類學?超神準樂器性格大解析 茂木大輔著; 黃卜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2692 我回憶: 十篇皈依的故事 麥克儉神父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530 掰開麵包: 一場探訪小農、育種者、輾磨工、麥芽工、麵包師、釀酒師和食材在地化運動者,串連人、食、土地的覺醒之旅艾咪.霍爾蘭(Amy Halloran)著; 張芷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547 上班「懂」這點事: 顛覆童話提煉職場力 千田琢哉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561 會分析是基本功,看懂結果才最強: 所有工作都離不開數據,一張Excel教你如何提預算、估風險、分析市場,讓數字力成為你的超能力柏木吉基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420 愛麗絲夢遊仙境 冰小圖; 張文瑄文 初版20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020 你的團隊需要一個會說故事的人: 微軟、NASA都在學的故事思維安奈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著; 尹曉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020 你的團隊需要一個會說故事的人: 微軟、NASA都在學的故事思維安奈特.西蒙斯(Annette Simmons)著; 尹曉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037 有錢人才知道的「精準閒聊」 田口智隆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044 決戰同溫層: 用九宮格思維,贏得分眾市場商機 艾倫.迪博著; 陳繪茹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051 精準學習: 「羅輯思維」最受歡迎的個人知識管理精進指南成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068 邊緣商機: 如何精準預測人工智慧、自動駕駛、共享經濟、無人商店等趨勢的下一步艾美.韋伯(Amy webb)著; 胡瑋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068 邊緣商機: 如何精準預測人工智慧、自動駕駛、共享經濟、無人商店等趨勢的下一步艾美.韋伯(Amy webb)著; 胡瑋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43075 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 偉大思想家如何解決你的煩惱The School of Life著; 林力敏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612 當我們同在一起 太陽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4629 泰菜熱 李明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2458 韋嘉 小恍煌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020 日本相關研究與教育-文學/語言之多樣性與多元性以及情報分析與異文化接觸: 中國文化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方獻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附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谷公館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日語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男子製本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好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企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至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與愛文化



9789869440141 遇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校刊. 73期 陳妍晴等編輯 平裝 2

9789869440141 遇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校刊. 73期 陳妍晴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20 姐妹校國際論壇論文集. 2016年 鄭安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99 叢語言國情學、社會文化學和語言學層面看外與和外國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二)私立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308 崔旴嵐: 云靈魂機械鍊金術 金善姬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23 時因12: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六屆[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第六屆畢業展參展同學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30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292 佛光山開山50周年年鑑. 2016 滿濟法師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315 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 吳光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322 人間佛教論文選要 覺培法師, 程恭讓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3751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106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775 高普行政法秒速記憶. 106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829 金氏記錄重點集錦: 公司法 金永勝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723867 高普公共管理秒速記憶. 106版 宋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3874 互動式.行政法(下)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881 租稅各論 鄭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911 新進雇員綜合行政考前速成五合一綜合題庫 王毅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928 新進雇員電機運轉維護、電機修護考前速成四合一綜合題庫朱武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3942 政府會計(高普考) 張旭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3966 公路總局暨各區監理所約僱人員考前速成 林敏玄, 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973 六合一交通行政專業科目歷屆申論題庫 劉奇, 韓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3980 一手好牌: 成本與管理會計 蕭靖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3997 銀行業防制洗錢(含洗錢防制法)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孟成, 陳昱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24031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 林敏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4000 中級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4048 企業管理題庫: 破point 王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4055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完全攻略(五合一) 林育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24079 四等外交行政人員(行政組): 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4086 三等外交領事人員: 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大學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俄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形而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法文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870 初等公民All Pass歷屆試題全解. 106版 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7424 會計學試題集錦. 107版 郝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3998 民航人員三等航務管理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400 民航人員三等飛航管制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417 輸配電學(國民營考試專用) 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431 專技社工師: 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448 社會學雙Q: 申論&測驗題庫 畢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8816 讀好憲法: 承諾是給自己一定要做到.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8830 物理 3Point(國民營考試專用) 蘇芮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8861 警專英文有意思 郭立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8878 作文-請你跟我這樣作 田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8885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讀本&題庫.高分攻略) 簡正城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8892 警專歷史 劉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604 電腦常識(概論) 簡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493611 高普考經濟學(107版)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9493628 國文測驗題綜覽 謝金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93635 警專英文 郭正一編著 平裝 1

9789869493666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 林清編著 平裝 1

9789869493673 高普考憲法關鍵讀本. 107版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9493680 導遊.領隊實務(一)常識篇、(二)法規篇 呂行編著 平裝 1

9789869493697 警專數學 王瑋, 吳迪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505505 土地法規概要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512 高考中級會計學. 2018 郝強, 蔡家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5529 行政學新論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536 計算機概論(概要)3 Point 簡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5543 法學緒論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550 高普考計算機概論(概要)3 Point 簡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5567 初等考計算機概論(概要)3 Point 簡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5581 奪標警察法規 陶廣遠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598 最新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06 鐵路特考計算機概論(概要)3 Point 簡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2213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 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20 教育統計 高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37 高普考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107版 陳曄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51 高普考財政學新論. 107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68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爭點(含公務員法) 楊易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12275 憲法(含概要) 林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82 基本電學(高普考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99 基本電學(大意)(鐵路特考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03 公文速成兵法. 2018 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10 政治學讀本: 20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27 現行考銓制度 韋恩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41 警察特考憲法關鍵讀本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58 不動產估價(概要):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58 不動產估價(概要):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65 不動產估價(概要):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89 刑法總則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7096 刑法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8024 不動產經紀人主題式考前速成(五合一)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8031 行政學精論 陳真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518048 憲法讀本24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8055 憲法讀本24組經典主題-警察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8086 土地法規 蕭華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18093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論與活動設計) 張茂英, 張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0001 幼兒.兒童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 張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0018 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蔡一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049 民法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0063 公文速成兵法(司法特考) 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070 公文速成兵法(鐵路特考) 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087 行政法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094 法學緒論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00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17 政治學新論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24 拆解式政治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48 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 李齊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55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62 憲法讀本24組經典主題-司法考試專用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79 行政學析論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86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193 高分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劉秀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09 高分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劉秀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16 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 慕劍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0254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92 縱橫政治學 黃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22 法學緒論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39 電子學概要(概要)(高普考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46 電子學概要(含大意)(鐵路特考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53 世界文化史(含臺灣史) 黃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0360 警專地理 林世川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0384 互動式.行政法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91 國文測驗題綜覽: 鐵路特考用 謝金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0407 行政學-快樂學 紀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0414 高普考經濟學關鍵焦點題庫Q&A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421 高普考稅務法規 萬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438 稅務法規 萬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469 經濟學 許偉, 許碩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476 統計學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483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歐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0506 司特犯罪學表解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0513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970520 犯罪學綜覽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05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精編(下) 高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36 特殊教育 徐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0674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清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0704 社會學白話讀本 韋樂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11 課程與教學 陳沁, 黃天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28 教育統計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42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喬伊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1324 玉鑑: 和闐玉鑑定指南 梁世昌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730 風獅吼 劉如桂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3754 山鳩 菊池日出夫文.圖; 王蘊潔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33761 夜市: 畫師帶你逛夜市 張哲銘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3778 菜市 張哲銘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785 魚市場 安江惠文; 田中清代圖; 高明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706 捉鎖管 劉伯樂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720 小鈕扣 小川洋子文; 岡田千晶圖; 王蘊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737 米尼諾: 寶寶的異想世界 伊索爾(Isol)文/圖; 李家蘭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97

送存冊數共計：98

宏技文化



9789864410699 Sound it out: lite book. 2 Thomas Rook等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705 升科大.四技二專統測完全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864410712 3D全景英語圖解大百科 張珮絹, 錢玲欣責任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729 My body parts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student's book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736 My body parts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activity book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0750 統測核心字彙完全攻略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798 當場用得上的商業英語會話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798 當場用得上的商業英語會話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804 English for the nursing profession 蘇秀妹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811 每日用得上的日本語4000句 虞安壽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828 英語發燒句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835 英語單字秒懂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0842 食衣住行英語通 陳豫弘總編輯 二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410859 Ready.Go! Book 1(student's book)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866 All abort me Jo Hsiao, Lisa Chang總編輯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0873 Chocolate tastes good Jo Hsiao, Lisa Chang總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0880 Ruby has a problem Jo Hsiao, Lisa Chang總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0897 The warm-hearted little bunny Jo Hsiao, Lisa Chang總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0903 CNN實況片語選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910 上班族不能不會的商務社交職場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0927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作 其他 1

9789864410934 日常生活一定要會的英語句型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0941 日本人最常說的日語1000句 高橋燁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958 這是我的同胞 孫理蓮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0965 Kids互動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0972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1B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作 其他 1

9789864410989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2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作 其他 1

9789864410996 新多益單字必考&片語 陳豫弘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11009 My family tree: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Student's Book)Jo Hsiao編輯; Chih-Chieh Chang繪圖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016 My family tree: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Activity Book)Jo Hsiao編輯; Chih-Chieh Chang繪圖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023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2B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作 其他 1

9789864411030 英語熱門關鍵字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061 ドコデモ日本語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材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1078 我的第一本漢語(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作 其他 1

9789864411085 環球美學與文創英文 廖婉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092 跟著CNN主播學好英語全球走透透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108 我的第一本漢語Workbook. 1(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作 平裝 1

9789864411115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和好朋友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153 中級英語實用字彙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184 日本街頭巷尾最常用的日語會話. 基礎篇 森本智子, 高橋尚子, 松本知惠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4628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考猜850經典題 卲之驊, 嚴錚盛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35 郵政三法: 考猜900經典題 嚴錚盛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42 郵政營運職.民法(含概要): 專業職(一)、營運職適用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59 郵政營運職.經濟學(含概要): 專業職(一)、營運職適用王志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66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二科(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廖乃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4673 外匯交易人員資格測驗500問模擬題庫 李惠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680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300問模擬題庫 李惠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697 郵政招考: 郵政內勤人員四合一速成總整理專業職(二)內勤人員適用. 2016得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703 郵政招考: 企業管理(含概要): 專業職(一)、營運職、升資考試適用(申論題型). 2016楊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710 郵政招考：郵政外勤人員: 三合一速成總整理: 專業職(二)外勤人員適用. 2016得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727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速成 經典概念+完全試題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734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營造業別 經典題庫解密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74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一般業別 經典題庫解密湯士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796 警專入學考試(甲丙組)數學合格革命 溫愷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802 警專入學考試(甲丙組)化學合格革命 余孟穎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819 警專入學考試(乙組)五合一歷屆題庫攻略 嚴巽離等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宏典文化



9789865644826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第8版 平裝 1

9789865644840 信託業業務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劉憶娥編著 第9版 平裝 1

9789865644857 警專入學考試(甲丙組)物理合格革命 余珺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864 警專入學考試(甲丙組)五合一歷屆題庫攻略 嚴巽離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871 人身保險經紀人4合1歷屆題庫完全攻略 吳佩樺, 張文耀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888 國民營事業招考.行政學 王捷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895 銀行內控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林崇漢編著 第9版 平裝 1

9789865644901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5644918 銀行招考題庫共同科目二合一完全攻略. 2017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496 教你做生基延壽招財秘訣 林吉成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540 現代環境學完整篇 林進來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571 真傳陰山派神符寶鑑 永靖大法宗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588 教你如何論八字 王彥貿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010 雜阿含經法義表: 記說.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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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915585 聖女大德蘭的故事 Carmelitas Descalzas. San Jose de Avila作;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097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6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02 新知研討會犬貓營養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6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02 新知研討會犬貓營養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106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19 新知研討會水禽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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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24993 旅の水彩繪詩: 彩繪旅途的花.草.巷.弄 あべまりえ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22 香草.蔬果.豆乳: 無添加蛋奶の田園風味法式鹹派&甜塔35+伴奈美, 深澤暁子, 今井洋子著; 陳薇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39 手作人の快樂經營方程式 マツドアケミ著; 張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46 清新烘焙: 酸甜好滋味の檸檬甜點45 若山曜子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53 家用烤箱OK!手作簡單經典の50款輕食烤點心 上田悦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60 雜貨迷必收!森林系小小雜貨布置點子100: 手作×收藏×布置主婦と生活社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77 精準掌握近乎完美的好味道!麵包職人烘焙教科書堀田誠著;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384 我愛極簡風.高品質的理想生活整理術: 17位優秀人士具體實踐簡單生活範例特選朝日新聞出版授權;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967 法律與治理 廖義銘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383974 生活與正向心理 陳昺菎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416 怪獸小紫的肉肉臉 許素秋作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英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芎林加爾默羅聖衣會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育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664 紙上銀幕: 民初的影戲小說 邵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71 粟種與火種: 臺灣原住民族的神話與傳說 鹿憶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88 論莫言: 紅高粱上飛翔的自由精靈 張志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04 詩意的對話與影響: 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鍾曉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11 現代的施蟄存 楊迎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28 在巨人的國度旅行: 當代語文研究、教學與實踐顧蕙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42 梅花易彙通 郭和杰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4088 父母等恩: <>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 蕭琪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3264200 忘秋: 林鷺漢英雙語詩集 林鷺著; 戴珍妮, 黃暖婷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48 山海探穹 卜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293 上海大律師 沈寧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09 晚清官場金錢陷阱 張永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16 回鄉的季節 牧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23 從漢城到燕京: 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 吳政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30 洞穴裡的小獸 周忍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61 遠至西方: 馬其頓當代詩選 奧莉薇雅.杜切芙絲卡(Olivera Docevska)編著;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78 記得歲月 柳煙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85 望道與旅程: 中西詩學的幻象與跨越 米家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92 望道與旅程: 中西詩學的迷幻與幽靈 米家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08 嘉布塔斯 西瓜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22 陸之駿飲食隨筆 陸之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39 黑暗的角落: 獄政管理制度,矯正教化與假釋更生施行之改革王健驊, 江捷中合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46 伊拉克現代詩100首 雅逖.阿爾巴卡特(Ati Albarkat)編著; 李魁賢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60 紅樓四論 胡傳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77 我的發音 向以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84 袁世凱家族文化評傳 張永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07 詩後三千年 周慶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45 離你最近: 張耳短詩集 張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52 崩潰的帝國: 重回晚清保路運動現場 張永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38 幽默笑話集 旋轉木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14 無量劫 贖名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21 走出閨房上學校: 日治時期臺灣雲嘉地區的女子教育與社會事業圖像蔡元隆, 黃雅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76 墮落的褲襠: 鄭南川詩歌 鄭南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83 白靈截句 白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13 葉莎截句 葉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37 蕭蕭截句 蕭蕭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38 喚醒你心中的大師: 偷學48位大師精進的藝術,做個厲害的人羅伯.葛林(Robert Greene)著; 謝佳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714 天國權能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作; 楊淑智譯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389 他想要月亮: 躁鬱的醫學天才,及女兒了解他的歷程咪咪.貝爾德, 意芙.克萊斯頓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389 他想要月亮: 躁鬱的醫學天才,及女兒了解他的歷程咪咪.貝爾德, 意芙.克萊斯頓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72396 好好說話: 粉絲破千萬!最強說話團隊教你新鮮有趣的話術精進技巧馬薇薇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402 情緒勒索: 遇到利用恐懼、責任與罪惡感控制你的人,該怎麼辦?蘇珊.佛沃, 唐娜.費瑟著; 杜玉蓉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0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秀威資訊科技



9789861372419 不服來辯!15場哲學大師的Battle 畠山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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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9030 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47 如何契入念佛法門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54 我為何離開廣論? 鄭婉如居士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61 生命實相之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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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2708 挫折的禮物 盧冠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990 心能轉境: 李奇茂個展 李奇茂[作] 平裝 1

9789869500807 筆墨夏一夫 夏一夫[作] 平裝 1

9789869500807 筆墨夏一夫 夏一夫[作] 平裝 1

9789869500814 世界非世界: 鄭政煌個展 鄭政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319 簡易運動規則 育達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917 漫遊影像: 電影、當代藝術與策展 林心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591 全人品格與公民素養研討會論文選. 2017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584 育達科技大學應用日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北見吉弘, 詹皓竹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5267 中級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十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713 不舉子 劉靜貞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9335720 燈火闌珊社造路 潘美純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274 彩色本草備要 劉祥文編著 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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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聖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汪達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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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科大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道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彤鳥社會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佛教正覺同修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216 李善陽畫集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704 花蓮美麗的山線與海岸線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98 美麗花東縱谷風景區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81 臺南古城趴趴走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674 高雄市的海岸風光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11 高雄市藝文宗教之旅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28 嘉義平地休閒好景點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35 享受台東海岸線美景之旅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42 台南廟宇海岸線與藝術村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59 大台北的夜市文化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66 宜蘭溫泉鄉與海岸線之旅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73 大台北捷運旅遊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80 台灣美麗私房景點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797 運動與體育研究之論文集 楊建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356 臺灣石虎 邱德宏, 張靜茹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314 吃茶 張智強, 劉垣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321 除身體的濕: 趕走脾胃病、皮膚病、慢性病、三高病路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338 牙醫對你做了什麼? 林彥璋, 林子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345 與塔羅對畫: 願所有的追尋都能帶你找到平靜 陳淑華, 鄭斐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352 手釀環保酵素+食用酵素 江晃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575 風雨戀 周瑜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582 愛情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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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9480 我願成為山的侍者 劉崇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729 無界之地 瑪麗.奧斯汀(Mary Austin)著; 馬永波, 楊于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981 種子的信仰 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 布萊德利.迪恩(Bradley P. Dean)編; 陳義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998 神奇的冷壓蔬果汁: 果汁淨化輕斷食,3天喝出纖體美肌、身體自癒力!何文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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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03 我願成為山的侍者 劉崇鳳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41 醒來的森林: 一位鳥類學家的自然散步筆 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著; 程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34 種樹的男人 讓.紀沃諾(Jean Giono)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58 貧窮、金錢、愛: 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大成就,把創業精神當成改變世界的力量潔西卡.賈克莉(Jessica Jackley)著; 莊晴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27 農村,你好嗎?: 寫在農村的24則鄉野求生筆記 李慧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65 想像的動物: 跟著獨角獸、獅鷲、麒麟、魔羯魚,走進傳說動物的紙上博覽會艾蓮娜.哈傑克(Hélène Rajcak), 達米安.拉韋爾杜恩(Damien Laverdunt)著; 李華陽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72 【夢幻步道，就是要走2】手作步道: : 築徑人帶你走向百年古道、原民獵徑、郊山綠道,體驗人與自然的雙向療癒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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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789 消失的動物: 追尋多多鳥、猛獁象、袋狼的足跡,漫遊滅絕動物的紙上博物館艾蓮娜.哈傑克(Hélène Rajcak), 達米安.拉韋爾杜恩(Damien Laverdunt)著; 劉學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102 沙郡年紀: 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著; 李靜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140 種子的信仰 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布萊德利.迪恩(Bradley P. Dean)著; 陳義仁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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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和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宏擘管理顧問

沁德居藝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104 詩的女人 鄭明析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27111 和平的指導者,神的人: 島國女子歐陸留學紀,一趟想法翻轉的內在和平旅程太陽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117 漫畫密碼: 編劇密碼(公式篇) 曾建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4325 細說鳥類 Caroline Bingham作; 陳名助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034 松山慈惠堂建堂四十五周年: 乙未科大羅天地清醮紀念專刊. 2015李遠國史料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418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6課版). III杜蒂柔等編著; 曾麗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4133 如朕親臨原創小說 東森創作原創; 溫喜樂改編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201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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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356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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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564249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256 壁櫥中的地下城創造既幸福又不幸的幸福兄妹からて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263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270 贅婿. 貳之參, 獨龍戲水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287 贅婿. 貳之肆, 水滸心魔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294 魔女之旅 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300 贅婿. 貳之陸, 呂梁之顛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317 贅婿. 貳之伍, 惡禪佛陀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324 魔法使與我 十文字青作; 陳柏安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331 溝通障礙的我將交涉技能點滿轉生後的結果 朱月十話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348 吸血鬼/領主: 君臨的終焉賢王 葛西伸哉作; さくらねこ插畫;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355 非宅女友對我的H遊戲感到興致勃勃 滝沢慧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362 最弱無敗神裝機龍<> 明月千里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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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564386 武士狂驅: 櫻花殺陣 九岡望作; 陳柏安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393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 CHIROLU作; 林其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409 神聖編年史 御子神零作; Hwriter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64416 就讓我們開演吧。Secne.1 喜多見かなた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423 復活後變成Lv1的朕為了活下去只好追求英雄少女了ひびき遊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430 贅婿. 貳之柒, 青木俠侶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447 贅婿. 貳之捌, 君王社稷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900 風雲金門.鄉訊人物 陳永富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山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亞力漫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明人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504 實戰統測英文. 上, 模擬試題篇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946 蜘蛛人角色聖典 Daniel Wallace著; 李玉蘭, 林柏翰, 法蘭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953 被遺忘的男孩 伊莎.西格朵蒂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960 血修系列. 2: 無罪之血 詹姆士.羅林斯(James Rollins), 蕾貝卡.坎翠爾(Rebecca Cantrell)著;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977 混血之裔. 3, 永恆 妮琦.凱利(Nikki Kelly)著;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715 血修會系列. 3, 煉獄之血 詹姆士.羅林斯(James Rollins), 蕾貝卡.坎翠爾(Rebecca Cantrell)著;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722 千年之咒: 誓約 丹妮爾.詹森(Danielle L. Jensen)作;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0739 千年之咒: 誓約 丹妮爾.詹森(Danielle L. Jensen)作;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0746 黑寡婦. 1, 赤色永恆 瑪格麗特.史托爾(Margaret Stohl)著; 廖素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753 都市傳說. 第二部. 3, 幽靈船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52289 變形金剛跨世代特展導覽手冊 李玟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52296 變形金剛決戰大解密 李玟儀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7468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中華國際墨彩藝術學會. 2015第十一屆包容,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平裝 1

9789868177475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中華國際墨彩藝術學會. 2016第十二屆白宗仁,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531 創藝與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6 陳俊智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4621 老師傅的排版桌: 臺灣活字排版實作工具與圖解紀錄高鵬翔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845 佛國亥子道宗教三項十大 聖皇新天公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49375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75869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0693 五花八門. III 竹本友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1

9789863486558 總合班的夥伴們 あらた伊里作; 猴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3134 魔法少女鈴音 Magica Quartet原作; GAN作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57644 我與前輩的鐵拳交際 おそら, 成田駿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122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59310 8♀1♂8女1男 咲香里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5357 宙斯之種 飯島浩介作; 翁蛉蛉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6392 七龍珠彩色漫畫. 弗力札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6446 七龍珠彩色漫畫. 人造人.賽魯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王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方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之寶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明天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空中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9789863826507 七龍珠彩色漫畫. 魔人普烏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7634 Fate/hollow: ataraxia TYPE-MOON原作; 雌鳥作畫; 蔡妃甯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9218 DEVILSLINE惡魔戰線 花田陵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0005 天空侵犯 大羽隆廣漫畫; 三浦追儺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0043 深淵 長田龍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1798 麵包&奶油 芦原妃名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2061 百草同學 大竹利朋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3877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314027 闇都市傳說: 視若無睹 亞月亮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4713 偽娘控 シュガー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4973 偷x看 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9107 寄養犬、輾轉夜 のばらあいこ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516 Baby Steps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吳傳賢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318858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317844 華生的陰謀: 夏洛克.福爾摩斯異聞 秋乃茉莉作; 程馨頤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868 深.都市傳說 亞月亮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882 夢的守護者 潮見知佳作; 韓珮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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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319947 菜乃花的男朋友 桃森三好x鉄骨SARO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0357 拳鬥之陸 松原利光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0982 阿宅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149 魔法精鍊: 魔法之劍與雛菊亭的愛露卡 鈴木イゾ作; 光依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194 孤獨者 榊原宗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279 神啊,我要抹殺你的存在 松橋犬輔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392 煉獄之業 廣瀨俊原作; 春場ねぎ漫畫;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1613 不好意思,我們明天要結婚 宮園和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2009 Billion Dogs 30億元的死黨 金城宗幸原作; 芹沢直樹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2542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2559 江戶川亂步異人館 山口讓司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23341 新.世界樹的迷宮: 千年王國的少女 アトラス原作; 木村明広漫畫;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396 櫻桃教師: 佐倉直生 立花和三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679 波奇酷洛 松本直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778 新.櫻花通信 遊人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808 貓頭鷹莊有空房 松月滉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983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624393 我們的小鎮是神明的庭院 金森文美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393 我們的小鎮是神明的庭院 金森文美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393 我們的小鎮是神明的庭院 金森文美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461 未來鑽石 歡迎光臨漫畫學校 緒方丁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478 未來鑽石 歡迎光臨漫畫學校 緒方丁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5147 小巷裡的動物診所 斉藤倫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5413 獵獸神兵 めいびい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635 藍色慾望 ひな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205 春風的異邦人 紀伊カンナ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663 蝙蝠殺手 よしむらか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7004 死神X醫生 唐々煙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7288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7608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627899 掌中萌美眉 宮崎摩耶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8056 現視研: 二代目之十 木尾士目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8483 劍光妃 野口小百合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8568 藤原伯爵受難記 青辺マヒ卜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329 巴爾札的軍靴 中島三千恒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9480 桌球少年★★★ 佐久間力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9503 天才泳將 井龍一原作; 保志廉二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165 雛鳥的華爾滋 里中実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172 雛鳥的華爾滋 里中実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240 尋找屍體 村瀬克俊漫畫; 趙聖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0486 嘉神的式神 岩代俊明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523 穴之貉 天野洋一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530 穴之貉 天野洋一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738 凸凹動畫 五十嵐正邦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51963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5671 魔物學園!: 愈挫愈勇的狼少女 春原Robinson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899 Spirit circle: 魂環 水上悟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0998 玩偶殺人遊戲 蔵人幸明,丿村優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001 玩偶殺人遊戲 蔵人幸明,丿村優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1292 橘花學園女子宿舍 藤島康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152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張绍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02312 最強不良傳說 Boichi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702435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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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03890 赤松與黑川 鮎川ハル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3906 用那樣的眼神看我吧 毛魂一直線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3913 鬼會笑嗎? 木村ヒデサト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3982 早安晚安明天見 高野イ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4064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538 即使那是片虛假的潔白 河野裕作; 王昱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4606 期間限定的家人 藤間みお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4958 4D: 四度空間 汐里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405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705467 現視研: 二代目之十一 木尾士目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05481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5498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5580 大海原與大海原 海底囚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5870 影子籃球員公式視覺書BRIGHT COLORS 藤卷忠俊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705917 水手服王牌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044 會長大人說了算 音海ちさ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6303 裙裝男孩 篠原知宏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341 動畫師! 花村ヤソ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365 魔王育兒記 飯島浩介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389 原來我已經是貴腐人了 鶴ゆみか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495 戀愛與謊言 Musawo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6624 都是美味惹的禍。 タカナシモリミチ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706891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706969 妖怪手錶: 心跳緊張,喵不可言的日子 もりちかこ, レべルファイブ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7300 Spirit circle: 魂環 水上悟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7577 靈裝戰士 田中靖規漫畫; CAPCOM監修.協力;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652 明天的3600秒 紺野理沙作; Shi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850 件的詛咒 渡边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7911 欲鬼 色原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8000 再見紫丁香 ゆき林檎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708215 無戀愛紳士 ARUKU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708239 我可愛的暗殺者 さかもと麻乃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708260 小小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708284 那八成就是愛了吧 南月ゆう作; 陳咨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8529 漫畫教你如何受歡迎 ソウ作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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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708758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08918 開心女子宿舍的小不點 氏家卜全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267 七龍珠彩色漫畫. 比克大魔王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304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427 不被選上的人 日輪早夜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9465 老師什麼的最討厭了. ひな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9489 一床被子兩個人 えい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9496 就是要欺負你 篁アン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9519 7天內: 能把直男掰彎嗎? つくも号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9540 HAPPINESS 押見修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557 HAPPINESS 押見修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649 充電完畢!!家電娘 根志氣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700 戀愛千層蛋糕 花信[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709748 諧星女孩 瀨口和宏、Larry遠田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09755 諧星女孩 瀨口和宏、Larry遠田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809 大正處女御伽話 桐丘さな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030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245 藍海少女 天野こずえ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20252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張绍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0269 印在蝶骨上的吻 崎谷はるひ原作; 冬乃郁也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290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9冊 4

9789864820290 咖灰偵探社 藤代健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9冊 -3

9789864820306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原作; 柳井伸彥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0634 一匹狼! 吹山り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0658 要為那個命名的話 鲇川ハル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0665 戀人似糖漿 三ツ矢凡人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0689 狐仙大人的戀愛祈願 北沢きよう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0726 停不了的追求 まさお三月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0764 殺老師Q! 青戶成, 渡邊築,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0771 殺老師Q! 青戶成, 渡邊築,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825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原作; 福田直叶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167 公主不懂無聊是什麼 こう1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21341 櫻桃教師: 佐倉直生 立花和三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488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2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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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821556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張家銘譯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21587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21600 VS亞森羅蘋 モーリスルブラン原作; 齊藤千穗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679 小僧來參訪! 山本小鉄子作; 曾瀞玉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1693 高領男子是別人的東西 高昌ゆり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821709 與療癒系妖怪的淫居生活 麻倉カムイ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1716 冷靜點,立花同學 渦井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1723 我和竹竿的日常 会川フゥ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1730 沉溺的三角關係 白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1761 b-降記號- オオヒラ ヨウ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1785 交鋒3次才說愛你 箱石タミ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1792 Six Sex 北沢きよう, 西野花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21808 擦身而過的原因 舟斎文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1815 心愛的大悟老師 北沢きょう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1822 迷上我了吧 隆巳ジ口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1853 他和男人沒做過 都陽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1877 快點給我脫 柚摩サトル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21884 喜歡你的心意何去何從 三月えみ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2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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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822355 昭和元祿落語心中 雲田晴子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2423 月光坂上的花園大宅春 木下けい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822430 月光坂上的花園大宅秋 木下けい子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864822454 想要被吃掉的小羊同學 コウ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2461 善良的水嶋老師 七ノ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2546 K: 倒數 GoRA..GoHands原作; 黑榮唯漫畫;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645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2652 微熱空間 蒼樹うめ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676 CONNECT: 當音樂人遇上漫畫家 鈴木マナ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768 20世紀少年完全版 浦沢直樹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775 20世紀少年完全版 浦沢直樹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782 20世紀少年完全版 浦沢直樹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2904 和你的新發現 香魚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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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823048 請叫我英雄inOSAKA 花沢健吾, 本田優貴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3093 茄子與牽牛星 大野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3338 聽我的電波吧 沙村廣明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3352 賠命金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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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823437 飛翔的魔女 石塚千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3703 我和上司的秘密 嘉島ちあき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3758 吟詠花戀 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212 僕傭物語. 卷三 竹某人作 平裝 1

9789864824304 服從餐廳: 國王陛下的情色命令 克本累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24311 喧嘩番長乙女: 戀愛大逃殺 スパイク.チュンソフト原作; 島田千絵漫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427 手掌心的熱度 北野詠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496 囚獄的虛空 秋月壱葉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519 我要成為編輯王 力ツヲ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533 偵探隊KZ事件簿 只有鑰匙圈知道 藤本ひとみ, 住滝良原作; 桜倉メグ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824540 偵探隊KZ事件簿 只有消失的腳踏車知道 藤本ひとみ, 住滝良原作; 桜倉メグ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824564 誓約最前線 鈴木鈴原作; 佐藤ミト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625 散發甜蜜香氣的陷阱 ぱんこ。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24632 甜蜜的愛慾馬戲團 灰崎めじろ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24649 ROMEO羅密歐 わたなべあじあ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663 外送情人 椎名秋乃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24670 廢渣作家的馴養方式 八川キュウ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24687 90%傲10%嬌的貓耳男友 みささぎ楓李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4694 絕對不說我愛你 千葉たゆ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4700 箱庭中的兩人 夏河シオリ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4717 單戀x單戀 上田に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4724 我們明天見 日野ガラス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4748 他身上的咬痕 小鳩めばる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24755 純情的豔陽天 坂崎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4762 應該愛的男人 富士山ひょうた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4830 探索的指尖 高崎ぼすこ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24847 看不見的傷疤 倉橋トモ, シガリロ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4824878 雨滴 碗島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4946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4953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5097 小八的煩惱 九重シャム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25103 離婚男子也有開花時 ゆくえ萌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5127 酒、上司與甜蜜的吻 本庄リえ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5134 雜沓玩耍的魚 なリた晴ノ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5141 和你一起迎接漫漫長夜 前崎もなか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25158 粉雪般的愁緒 東原さき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5172 沒有其他理由吧 桜田桃太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5202 迷亂!七大罪學園! 鈴木央原作; 球木拾壱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5240 夢之雫、黃金鳥籠 篠原千絵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5431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光依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5509 eIDLIVE宇宙警探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5646 代理男友的真命天子是? こいでみえこ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4825714 歷史之眼 岩明均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5967 S.S.F.魔法研究社 楊寒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5981 不專業轉職死神和不良教師 咪兔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049 食戟之靈L'etoile 伊藤美智子[作]; 昭時大紀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056 食戟之靈L'etoile 伊藤美智子[作]; 昭時大紀作畫;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070 太淘氣啦,小貓咪 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6094 西遊筋: 唐山葬 OTOSAMA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308 薩拉達之風 無胥作 平裝 1

9789864826384 偶像夢幻祭. 1, 青春狂想曲 日日日.Happy Elements株式会社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4826421 祇園祭時飄落的黑之花 夏乃あゆみ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506 SSG: 名門男校血風錄 櫻井しゆしゆしゆ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513 SSG: 名門男校血風錄 櫻井しゆしゆしゆ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544 境界之米可莉娜 松本英吉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568 交血之組曲 斧竹尾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599 VECTOR BALL向量球 雷句誠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636 勇者的剪刀 櫻川なろ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4826643 戀夢LOVER こん炉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6650 愛情來得如此偶然 meco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6667 初戀的對應方法 ウノハナ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26681 田中君總是如此傭懶5.5公式田中手冊 ウダノゾシ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26704 真白之神的臂彎裡 霧壬裕也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6711 墜入情網的5秒前 上田規代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6728 我家的神明太讓人失望了! 佐々木禎子, 山田ユギ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6735 喜歡的留到最後享用 蔓沢つた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6759 基因破壞者 児島かつら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6766 我愛你,老師 木田さつつ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826773 如果你能抬頭挺胸的話 大島かもめ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826780 現實竟比少女漫畫更神奇 くろやまて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6797 蜜糖達令 桑原祐子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26803 性格差又怎樣呢? 志々藤から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6810 披著羊皮的狼爸爸向我逼近 来栖ハイジ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6827 他就這樣變成貓 魚ともみ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26834 君主陛下說了算 秋山花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6841 獨一無二的生活 瀬戸うみこ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26858 極彩之家 びつ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988 我老婆是超級達令 天城れの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7008 今夜、被愛擁抱的新娘 安南友香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7015 在夜裡找到你 やまかみ梨由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27022 催眠術入門 力シオ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7046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7084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27190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27275 飢囚獸.GUNDOG ようこ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305 Dr.PRISONER死囚醫生 上田敦夫, 石川小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312 Dr.PRISONER死囚醫生 上田敦夫, 石川小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411 Sugar dog 池野雅博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428 Sugar dog 池野雅博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435 29歲單身中堅冒險家的日常 奈良一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480 光速美眉 星里望留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503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572 妖怪學校的菜鳥老師! 田中まい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602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619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626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640 今天的可魯貝洛斯 桜井亞都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718 漫畫家與助手TWO ヒロユキ作; 方郁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7725 罪X10 山內泰延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732 罪X10 山內泰延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770 高嶺之花快到我懷裡!! 夏目あやの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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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8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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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827824 鑽石王牌act II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831 鑽石王牌act II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8005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2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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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冊 1

9789864828036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8043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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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864828104 流浪神差 安達渡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28111 灌籃少年OVER TIME 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180 白金終局 大場鵣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8234 百寶藏妖譚 樊落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8357 魔王難為. IIVol.01, 狼與人馬從遠處來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828432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8555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8951 他的愛、極端病態 剎那魁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28968 請你說愛我 葛川たち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828982 小說家的漫長戀愛 むろ文子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829019 請不要傷害我 リオナ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29026 關於耳鳴、暈眩與惡寒 湖水きよ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9118 怪談is DEAD RISING 飯島しんごう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29149 助太刀09 岸本聖史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194 DNA沒有告訴我們的事 明太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231 Im: 大神官印和闐 森下真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293 少女不十分 西尾維新, 服部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323 流星傘下 シナヅキアキ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347 人魚.男孩 さらちよみ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385 終末的後宮 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408 站起來吧!半獸人先生 影崎由那, 阿羅本景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439 四月是你的謊言: 最後樂章 新川直司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9521 思春期的鋼鐵少女 渡辺靜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606 明天星期六. 秋.冬 山本崇一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9613 明天星期六. 春.夏 山本崇一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29675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781 鄰居家的配菜君 桜田桃太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9804 被買走的星星 なかはら, ももた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9811 小惡魔的色誘呢喃 桜庭ちど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9828 TOP2的戀愛現況 葛井美鳥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9842 談談戀愛的未來走向吧 七杜の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9859 糾結的領帶與交纏的吻 三月えみ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9866 那個也想做、這個也想要。 文川じみ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9880 這裡是瘋狂的海上牢籠 蜂巢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29897 秘密在擁吻中洩露了 篁アンナ作; 刻托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996 辣妹的復仇 仲村佳樹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60036 人渣的本願 横槍メンゴ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0098 鬼燈的冷徹 江口夏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60128 即使化成了灰 鬼八頭かかし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142 庫洛魔法使. 透明卡篇 CLAMP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296 怨恨與戀恨 秋夕力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357 翼國留學記 久世岳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364 翼國留學記 久世岳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0388 DRAG-LESS SEX不藥性愛 エンゾウ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0401 Coyoto郊狼 座裏屋蘭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425 劇場版. 影子籃球員冬季選拔賽總集篇, 影與光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860432 七詠唱御宅魔術王 岬かつみ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463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60470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7冊 1

9789864860487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60500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60517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0623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0678 影子籃球員: Replace PLUS 藤卷忠俊, 平林佐和子原作; 高橋一郎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0753 諸願成就: 巫女緣結於大正 雨茶作 平裝 1

9789864860838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0869 我的SEX STAR ためこう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60876 進房前別忘記敲門 黑木えぬこ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60890 INFECTION感染 及川徹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944 我家使魔很抱歉 櫓刃鉄火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026 愛情大亂鬥! 山本亮平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071 NO GAME NO LIFE 遊戲人生 實用的戰爭遊戲 櫌宮祐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861323 憂國的莫里亞蒂 コナン.ドイル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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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864861361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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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864861460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61491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61521 出包王女DARKNESS 矢吹健太朗漫畫; 長谷見沙貴腳本;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61538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61545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1552 山田君與7人魔女 吉河美希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61569 惡魔遊戲 メーブ, 惠広史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61804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 遠藤ミド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927 福禍少年 岳印作 平裝 第6集 1

9789864861934 人娃契 御我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1941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61958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RoGa漫畫; 張绍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972 1K的國王陛下 高城リョウ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861989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番外篇: 信樂大叔 遠藤ミドリ原作; 宗一郎作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2023 無畏之星☆羅曼史 極楽院櫻子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2146 悖德學園. 2, 離群之鳥 樋口美沙緒作; 王昱婷譯 平裝 1

9789864862153 小說.妖怪連絡簿: 玉響之家 村井さだゆき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864862160 戰華舞姬. 貳, 冰華公主不再歌唱 岸根紅華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862177 我用物理開無雙後大受女生歡迎. 1 kt60作; 江清雅譯 平裝 1

9789864862184 偶像夢幻祭. 2, 革命兒的凱歌 日日日, Happy Elements株式会社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862191 盾之勇者成名錄. 13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862207 Dragon Jager: 獵龍人贊歌. 2 井藤きく作; 呂郁青譯 平裝 1

9789864862214 異世界超商繁盛記. 2 新木伸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864862238 蒼耀的操偶師 翼翎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2245 攻心唯上Act. 3, 曖昧是微醺的渴望 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4862252 惡魔醫生24小時輪休中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864862269 戀兄 邊想作 平裝 1

9789864862276 精靈使的劍舞. 16, 魔王凱旋 志瑞祐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864862283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5 鈴木大輔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862290 SKYWORLD蒼穹境界. 11 瀨尾つかさ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864862306 為了扭轉沒落命運, 邁向鍛冶工匠之路. 1 CK作; 何宜叡譯 平裝 1

9789864862313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大江戶妖精尾巴 真島浩原作插畫; 華南恋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62337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4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62344 動手建造迷宮吧. 2, 別宅在家裡了,魔王大人! 渡良瀬ュウ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862351 精靈幻想記. 5, 白銀的新娘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862627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2818 聲之形公式漫迷手冊 大今良時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2887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62894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62900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2917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 岸本斉史原作;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2979 DOUBLE SECTION 毬田ユズ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2986 獨一無二 佐々木みお原作; 櫻井ナナコ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62993 脣齒交纏的戀愛 桐式トキコ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864863006 怕生的田中同學的初戀路線 空井あお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63037 玩咖的我被當成女人了!! 渦井作; 蔡妃甯譯 平裝 1

9789864863075 暫定男友 高崎ぼす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3082 男孩們的戀愛 松本ミーコハウス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112 大型新人教育指導 晴山日々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129 大型新人教育指導 晴山日々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3143 火鳳燎原Q我的水鏡學園 曾豐麟[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204 順其自然 Que Sara Sera 果桃なばこ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63211 黑豹逗猛虎 むつきら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3266 登山戀好友! ペリリコ漫畫;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63273 3分鐘的短暫沉默 市梨きみ作; 趙秋鳯譯 平裝 1

9789864863280 紅蘋果的內情 麻酔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3327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3372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3419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63426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63860 愛上家政夫 矢成ぱと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3891 ONE PIECE航海王劇場版小說「3D2Y」跨越艾斯之死!魯夫與夥伴的誓言!尾田榮一郎、浜崎達也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864863907 封神演戲 森田季節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914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3921 漆黑英雄的一擊無雙. 6, 淫獄之宴 宴正當中 望公太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863938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蕪村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3945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XIIl, 星塵之泣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863952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3969 境界迷宮與異界魔術師 小野崎えいじ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3983 threesome極道祕情 榎田尤利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4864003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李逸凡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4010 田中的異世界稱霸 ぐり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027 劇場版. 影子籃球員冬季選拔賽總集篇, 淚之所向誉司アンリ, 藤卷忠俊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86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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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041 劇場版小說 進擊的巨人Attack on Titan 浅倉冬至, 諫山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64058 Fairy Tale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4065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1, 背叛的公主木塚ネロ作; 露露譯 平裝 1

9789864864072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4089 在異世界成為神的我,長出了蹼 非瓴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096 天才的開箱方式 紫曜日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102 神說不可以: 幽間戲言系列 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4864133 第一女盜 一世風流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4140 雙向作用 靈涓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157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4164 魔王難為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4864317 君戒 依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409 元氣少女緣結神歐. 25.5: 公式漫迷手冊 鈴木JULIETTA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64454 摧毀双亡亭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539 時間支配者 彭傑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546 時間支配者 彭傑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553 BLEACH死神WE DO knot ALWAYS LOVE YOU松原真琴, 久保帶人作; 白柚譯 平裝 1

9789864864591 扭曲的汞齊 石山諒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669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6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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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864683 戰華舞姬. 參, 雙華公主不再糾結 岸根紅華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864690 異世界藥局 高山理図作; 江清雅譯 平裝 1

9789864864713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4737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冬原パトラ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4751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64775 實境網遊(VRMMO)的課金無雙 鰤/牙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4782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4799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 13, 拂曉的誓約 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864805 穿天破壤神魔之劍 高木幸一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836 第一次色誘國王就上手 冬彌作 平裝 1

9789864864867 隱藏關卡 常勝[作] 第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4874 火鳳燎原 陳某作 第一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64898 沉月之鑰 水泉原作; 彼依恩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4864904 再見了,我的克拉默 新川直司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5031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5048 義呆利WORLD.Stars 日丸屋秀和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5123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65581 獵人 富樫義博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65666 無氣力英雄譚 津田徬徨作; 露露譯 平裝 1

9789864865673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1

9789864865680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追想日誌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5697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5703 與我定下契約吧,魔王陛下。 あさのハジメ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5710 蒼鋼的冒瀆者 榊一郎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727 沒路用的魔獸鍊磨師 見波タクミ作; 周若珍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5734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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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8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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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仁倩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5765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陳瑮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772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5789 精靈幻想記. 6, 逢魔的前奏曲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865796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802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5819 劇場版影子籃球員. 冬季選拔賽總集篇: 門的彼端誉司アンリ, 藤卷忠俊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864865826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2, 他會把魔族公主當成隨從,打造全是公主的後宮。刈野ミ力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65833 龍的溺愛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5857 魔王難為. IV vol.02, 聖魔之戰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865864 小滿的府城日誌 青次方作 平裝 1

9789864866045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66069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67455 沃特尼亞戰記 保利亮太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745 女王桃樂絲 雅紳作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388 晚安老虎 提摩太.奈普曼(Timothy Knapman)文; 蘿拉.休斯(Laura Hughes)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503 建築X廠辦設計: 全臺第一本現代廠辦建築設計專書林可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503 建築X廠辦設計: 全臺第一本現代廠辦建築設計專書林可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8865 廚藝好好玩: 探究真正飲食科學.破解廚房祕技.料理好食物傑夫.波特(Jeff Potter)著; 潘昱均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88303 紐約早餐女王Sarabeth's甜蜜晨光美味全書: 130+道活力早餐.豐盛早午餐.暖心甜點完美提案莎拉貝斯.萊文(Sarabeth Levine), 珍妮維.高(Genevieve Ko)著; 楊雯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310 最新數位行銷聖經: 全方位圖解數位行銷的最新趨勢.先端知識.策略技法.案例運用日經數位行銷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327 東京: 最新.最前線.旅遊全攻略 朝日新聞出版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98351 <>環境指標設計之建構 廖志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2112 朱哲良: 論述.版印 朱哲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5471 癌症治得好!新時代來臨了 游上游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000 拮抗鬆弛術 Lawrence H. Jones等合著; 蕭宏裕譯 平裝 1

9789869493017 舞蹈運動. 拉丁舞篇 黃于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445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九屆: 采燿集 韓學宏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版印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廷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合

送存種數共計：478

送存冊數共計：501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可揚博士建築師事務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914 掟上今日子的婚姻屆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921 疑心: 隱蔽搜查. 3 今野敏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938 孤狼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590 回鹿山 侯健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15 楚簡冊概論 陳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22 楚國思想與學術研究 徐文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46 楚國歷史地理研究 左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60 楚國禮儀制度研究 楊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484 楚國水利研究 劉玉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507 楚國銅器與竹簡文字研究 李天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514 楚器名物研究 黃鳳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174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帶你讀作文. 卷一 李震主編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491198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帶你讀作文. 卷二 戴慶華, 蔣文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709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帶你讀作文. 卷二 戴慶華, 蔣文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1723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教你寫作文. 卷一 王素敏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1730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教你寫作文. 卷二 黃春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1747 筆尖上的成長: 名師教你寫作文. 卷二 黃春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1778 一口氣看懂帝王謀略 宋璐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907 名人與成語典故 趙雪峰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432 馬鈴薯鞋匠的童話鞋店 霍爾迪.帕萊特(Jordi Palet)作; 埃斯特爾.勞倫斯(Ester Llorens)繪; 劉舒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449 誰是我的公主? 霍爾迪.帕萊特(Jordi Palet)作; 埃斯特爾.勞倫斯(Ester Llorens)繪; 劉舒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470 倒楣的普魯魯斯 霍爾迪.帕萊特(Jordi Palet)作; 埃斯特爾.勞倫斯(Ester Llorens)繪; 劉舒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016 屬於自己的禮服 安晝安子著.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5054 暗黑宮殿 成田覺子著; 杉浦多美繪;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078 我的朋友毛絨絨 高橋西作.繪; 黃譯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5061 變我自己 莎賓娜.阿爾特瑪特(Sabina Altermatt)作; Mattea Gianotti繪; 吳羽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5085 10個勇敢騎士繪本故事 尼可拉.勒平, 安妮.喬納斯等作; 瑪雅娜.伊多伊, 凱洛琳.于耶等繪; 徐也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092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神與人 孫慧伶作.繪;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1304 喜歡說好的咚咚: 卻遲遲沒有行動 曹承慧作; 黃譯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1328 桌住親子好關係 許永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335 紅髮多莉 蔡貞澤作; 尹洋哲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203 擁抱內在自我 張靜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701 台語詞話 王政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718 閩南語文集 王政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725 青瞑仔摸象 王政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732 我如是瞭解台灣在陰影下的一段足跡 王政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71749 我如是瞭解台灣在陰影下的一段足跡 王政友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71756 管窺前蘇聯之太空發展經緯 王政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岸吟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亞東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芬陀利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昌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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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386432 亞東技術學院多元升等分享會論文集. 2017 亞東技術學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449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事務處成果專輯. 105學年 魏曉婷策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73515 蕭邦與德布西性格小品選曲之探究與詮釋 林季穎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73 龍騰於川: 龍山書社丁酉聯展作品集 龍山書社編輯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995 當代臺灣抽象經典展 蕭瓊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3201 找一找,線條在哪裡? 安迪.曼菲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18 地上的世界: 那裡有什麼? 克里夫‧基爾孚, 凱特‧麥克拉藍圖文; 王日青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25 打針怕怕 井本蓉子文圖;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32 阿菲的小鯊魚不見了 安娜.沃克文圖; 周婉湘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49 藝術也可以這樣玩: 赫威.托雷的11個創意活動提案赫威.托雷作; 李霜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256 100隻小老鼠躲貓貓 泰伊斯.范德海頓文圖; 林敏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287 啵!啵!啵!海裡有什麼呢? 笠野裕一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2

9789862743294 背包裡裝了什麼? 金祥謹文圖; 許延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00 地下的世界: 那裡有什麼? 克里夫.基爾孚, 凱特.麥克拉藍文圖; 王日青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17 愛麗絲夢遊仙境.MR+3D立體互動遊戲書 羅瑟.佩雷斯修訂; 達克.福克斯改畫; 蔡宜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24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刀根里衣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31 藝術也可以這樣玩: 創意互動遊戲本 Fee Fee姐姐, 小花姐姐, 蛋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348 轟隆!小豬的煙火大會 渡邊有一文圖; 周佩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55 藍色小洋裝 張又然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62 飛啊!蜻蜓 松岡達英文圖; 張東君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79 什麼都不會的鳥 刀根里衣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393 綠蜥蜴和紅方塊 史蒂夫.安東尼文圖; 劉清彥翻譯 初版2刷 平裝 1

9789862743416 播下幸福的種子 松居直作;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423 蜘蛛人: 驚奇四起 五分鐘故事集 亞歷山大.韋斯特等改寫; 賽門.布安范提諾繪; 連舒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430 青蛙等不及 馬克斯.維爾修思作;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447 四季剪紙童話 伊安文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743454 四季剪紙童話.夏, 遠方的風景 伊安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461 四季剪紙童話.秋, 尋找九色鹿 伊安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478 四季剪紙童話.冬, 雪精靈之歌 伊安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485 四季剪紙童話.春, 發芽的兔子 伊安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590 系統化專利迴避再生與強化 許棟樑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005 系統化專利迴避再生與強化: 練習題參考解答 許棟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怡和創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亞卓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東技術學院學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和音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149 Life lessons 王樂怡[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029 兩岸詩. 三: 陳黎與王家新 楊小濱, 黃梵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29029 兩岸詩. 三: 陳黎與王家新 楊小濱, 黃梵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969 懷舊團體活動指引手冊 周筱媛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108 為兒童而展示「跟著保羅.克利的節奏」互動展示與工作坊郭姿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108 為兒童而展示「跟著保羅.克利的節奏」互動展示與工作坊郭姿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100 存在與虛無 陳承衛[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117 威尼斯雙年展. 第57屆: 聖瑪利諾國家館-有無之際.李光裕大型個展楊心一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758 與菇共舞創意料理 陳曉鈴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57 林木村書法意象 林木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8452 三隻熊 葉安德文.圖 精裝 1

9789869439220 星月 珍妮兒.肯儂(Janell Cannon)文.圖; 阿甲譯 精裝 1

9789869439299 小綿羊奧利弗 葉安德文.圖 精裝 1

9789869522601 余光中詩畫集 余光中文; 呎山, 烏貓, 黃焯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2618 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 陳致元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22625 魔奇魔奇樹 斎藤龍介文; 潼平二郎圖; 林真美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5744 攻佔老人市場行銷學 林建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3658 第三醫學 吳富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201 水溶性核酸的神秘力量 松永政司, 宇住晃治監修;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85393 莪蒁的驚人效力: 能夠消滅胃癌與潰瘍元兇的「匹洛里菌」水野修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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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550544 大唐玄奘 心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50544 大唐玄奘 心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庚科大老人照顧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波法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兩岸詩雜誌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6967 誘捕小白兔 路可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974 調教奶油獅 凱琍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981 包養金絲雀 溫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6998 馴服迅猛龍 夏洛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001 琢玉成妻 畫淺眉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7018 琢玉成妻 畫淺眉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7025 翻身嫁對郎 方以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032 翻身嫁對郎 方以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049 翻身嫁對郎 方以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056 翻身嫁對郎 方以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063 翻身嫁對郎 方以旋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070 媳婦說得是 沐榕雪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087 媳婦說得是 沐榕雪瀟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094 媳婦說得是 沐榕雪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100 嗆辣美嬌娘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117 嗆辣美嬌娘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124 嗆辣美嬌娘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131 嗆辣美嬌娘 芳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148 鳳心不悅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155 鳳心不悅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162 鳳心不悅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179 鳳心不悅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186 鳳心不悅 桐心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193 賴上少爺 季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209 瞎釣型男 夏喬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216 假扮牛郎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223 寂寞芳心OL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230 嬌妻至上 東堂桂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247 嬌妻至上 東堂桂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254 嬌妻至上 東堂桂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261 嬌妻至上 東堂桂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278 巧婦當家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285 巧婦當家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292 巧婦當家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308 巧婦當家 半巧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315 吾妻不好馴 岳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7322 吾妻不好馴 岳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7339 逆襲成宰相 趙眠眠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346 逆襲成宰相 趙眠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353 逆襲成宰相 趙眠眠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360 娶妻這麼難 玉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377 娶妻這麼難 玉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384 娶妻這麼難 玉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391 娶妻這麼難 玉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407 預約一起結婚去 唐浣紗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414 分手到今天為止 梅貝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421 說好今生要相愛 季可薔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438 為何偏偏要選我 夏喬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445 傲王馴嬌 陸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452 傲王馴嬌 陸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469 傲王馴嬌 陸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476 藥堂千金 衛紅綾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483 藥堂千金 衛紅綾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490 藥堂千金 衛紅綾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506 錦繡榮門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513 錦繡榮門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520 錦繡榮門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狗屋



9789863287537 錦繡榮門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544 錦繡榮門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551 錦繡榮門 灩灩清泉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287568 斂財小淘氣 涼月如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575 斂財小淘氣 涼月如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582 斂財小淘氣 涼月如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599 斂財小淘氣 涼月如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650 調教小萌妻 季可薔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667 調教閒妻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674 調教愛妻 夏蘿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681 調教粗魯小妻 桑蕾拉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936 輕寒 金宇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3943 方島 金宇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3950 碗: 死亡筆記 金宇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13974 我的日本作家們 李長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3981 三四郎: 致你我都曾迷途的青春 夏目漱石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44 建築物公共安全學術暨實務管理研討會. 2017 葉榮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13 綻BLOSSOM: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三屆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第三屆全體同學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1213 綻BLOSSOM: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畢業專刊. 第三屆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第三屆全體同學作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745 颱風天的孩子 陳歐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639 百科知識王 東原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172646 百科知識王 東原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172653 百科知識王 東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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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7127 東海大學新進教師手冊. 106學年度 林良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37134 細說東海化學一甲子 梁避峯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134 異國生涯三十年 陳家榮, 駱淑珍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0165 東海圖書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目附書影暨索引陳惠美, 謝鶯興編 平裝 2

9789869440172 一代水墨山水大師: 井松嶺先生傳 王建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0189 詞話專題論稿: 附滄浪詞 王建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0196 東海新進教師手冊 林良恭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原.故事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東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南科大數媒系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68

東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730 企業管理大意(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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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28739 會計事務乙級學科題庫筆試實作 卓如意, 游雅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2879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林惠雪編著 12版 平裝 1

9789866428807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李娟菁, 陳妙香編著 15版 平裝 1

9789866428814 租稅申報實務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1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950 金飯碗換破碗的施乾 鄭和茵作; 張上祐繪 精裝 1

978986713496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鄭英兒主編 平裝 1

978986713496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法規 鄭英兒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304 飛行傭兵: 第1美籍志願大隊戰鬥史 許劍虹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5370 牙齒好痛喔!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387 小心火災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394 收不回的羽毛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00 撞車事件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17 不能說謊喔!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24 陌生來電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31 欲速則不達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55 啊!打翻了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62 我們都是好朋友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479 一起玩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作.繪 二版 其他 1

9789865675516 七隻小羊 李力安故事改寫; NANA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509 白雪公主與七矮人 李力安故事改寫; NANA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83 阿光不要怕 李力安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790 多力別生氣 李力安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06 小咪不哭了 李力安作; 李伯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13 大野狼交朋友 李力安作; 周巍恩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20 可愛的小番茄 佟寧作; 羅裴珊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37 什麼都好吃 佟寧作; 羅裴珊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44 一起作早餐 佟寧作; 羅裴珊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51 歡迎光臨 佟寧作; 羅裴珊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68 蘇菲雅的貓奇奇 陳德慧文, 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75 抱抱椒鹽罐 陳德慧文, 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5882 一隻舞鞋 李伯峰文.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931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52284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52277 星期五有鬼 七麒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65673 星照不宣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8219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8226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晉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剛出版

東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根



9789869408424 醫手遮香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8431 醫手遮香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8448 醫手遮香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8455 醫手遮香 意千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48130 啞舍 玄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8147 豔骨 夢饜殿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161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8178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7278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7285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7292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67308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67315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67322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501354 鬣狗人遊戲 蛛古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1361 鬣狗人遊戲 蛛古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325 宅經濟誕生秘話: 日本漫畫產業告訴我的事 張資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332 聞盡: 地球母親在呼喚 釋心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349 城市邊陲的遁逃者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363 心經直契: 空性的道路 心道法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96370 台北城市散步:走過,不路過 台北城市散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6387 廢物女子大學生的閃閃生存術 少女阿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730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進階版: 每年多存300張股票陳重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747 6年存到300張股票 陳重銘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04754 看財報不抓狂: 1分鐘找出好股票 Finance168, Tivo168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761 巴菲特選股神功 洪瑞泰著; Easy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778 抓住K線獲利無限 朱家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04785 抓住飆股輕鬆賺 朱家泓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694 烏克經典: 古典&世界民謠的烏克麗麗 葉馨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700 宅錄自己來: 為宅錄初學者編寫的錄音導覽 梁家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81724 狂戀瘋琴 蒲田宏泰作; 蕭良悌翻譯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440 Study Fun Study Fun Mandarin Technology & Film Co., Ltd., Dayi Software Corp.1st ed.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303 易學爵士鼓學習系統 李冠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2668 老人的傘 吳景萍圖文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魚數位影音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金陵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門得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2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209 圖解分鏡: 影視製作必讀聖經!第一本徹底解說好萊塢分鏡實務關鍵大衛.哈蘭盧梭(David Harland Rousseau), 班傑明.雷德(Benjamin Reid Phillips)作; 羅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216 圖解哲學: 一冊通曉生而為人的困惑與思索 李忠謙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223 圖解心理學: 一冊通曉認識自己了解別人的基礎知識曾寶瑩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230 圖解社會學: 一冊通曉從個人開始,追求群體最大福祉吳逸驊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247 建築結構入門: 一氣呵成習得結構整體概念x融會貫通核心專業知識江尻憲泰著; 張心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254 圖解第一次下圍棋就上手 劉至平, 易博士編輯部作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4800261 圖解看財經新聞解讀經濟現象 林祖儀、康軒維等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839 流行吉他彈唱教材: 樂風篇 劉雲平, 吳潔鴻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916 企業文化暨商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7 邱誌偉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426923 創新管理與資訊實務研討會. 2017 王榮基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426930 「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17于健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392 掌廚人: 十年火候熬一刻真味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97404 掌廚人: 十年火候熬一刻真味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97428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25週年特刊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435 泰式輕食咖啡館 于美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11 產業創新與經營管理研討會創新整合與創業實務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7明道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著 1版 其他 1

9789866468711 產業創新與經營管理研討會創新整合與創業實務大會手冊暨論文集. 2017明道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著 1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608 渡人成全人的真義與方法 平裝 1

9789869507615 三寶的真義與修道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369 坑妻食譜 時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76 戒不掉寵你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83 桃花原來在身邊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390 甜心早餐常客 吳夏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305 弄假成婚的戀人 凌熙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1312 弄假成婚的戀人 凌熙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459 大地擷萃 洪東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54 五穀雜糧比藥好 雷正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41 調好五臟保健康: 道家養生精粹 張振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明道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長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卓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883 油品規格對照表. 2017 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527 梵網經菩薩戒 靈源老和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534 福慧好當家 釋果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541 Vinaya studies Analay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558 禪的生活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565 咒語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572 公案100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589 聖者的故事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5987596 放下的幸福: 聖嚴法師的47則情緒管理智慧(大字版)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02 承先啟後的孤僧: 東初法師佛教文化學行略探 釋演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8092 道德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27 佛說高王觀世音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34 慈悲三昧水懺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441 慈悲三昧水懺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502 太上老君清靜經; 太上感應篇; 太上老君日用玅經; 保身立命戒期及天地人忌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519 萬壽無極保生大帝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533 虛雲和尚的故事 和裕文化統籌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540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557 占察善惡業報經暨行法 (隋)天竺三藏菩提燈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649 天上聖母經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5645670 中國佛教律制要義 屈大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700 梵網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5717 玄天上帝金科玉律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755 釋門真孝錄 張廣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786 太上老君清靜經; 太上感應篇; 太上老君日用玅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830 福德正神金經 福德正神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854 文昌帝君陰騭文(文昌化書丹桂籍)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861 安樂妙寶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922 玉皇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960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一冊, 卷一-卷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977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二冊, 卷十一-卷二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984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三冊, 卷二十一-卷三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991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四冊, 卷三十一-卷四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437301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五冊, 卷四十一-卷五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437318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六冊, 卷五十一-卷六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437325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七冊, 卷六十一-卷七十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437332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八冊, 卷七十一-卷八十一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9437363 註生娘娘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370 中壇元帥降魔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387 西湖靈隱道濟古佛玉瑣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394 天官武財神金龍如意玄壇真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606 地母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637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644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 圓瑛法彙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651 大乘入楞伽經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601 犬貓放射線影像之拍攝及判讀指引 M.C.Muhlbauer, S.K.Kneller原著; 賴昱璋等編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5

狗腳印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56 明新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11屆 明新科技大學旅館事業管理系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49 現代管理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王妙伶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705 作家的廚房: 美味人生新詩課 蔡裴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1786 陳荔彤教授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 陳荔彤院長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001793 陳荔彤教授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 陳荔彤院長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00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 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一屆王明仁總編輯 精裝 -9

9789866358500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 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一屆王明仁總編輯 精裝 -5

9789866358500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 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一屆王明仁總編輯 精裝 25

9789866358500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 書畫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一屆王明仁總編輯 精裝 -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487 游藝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洪韵婷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426 田安石的低醣廚房: 第一本無麥、無米、無糖的超級無麩質烘焙糕點配方!田安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40 挑戰第一次在家烘培 崔志蓮著; 徐小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57 鮮味高湯的秘密: 掌握四大高湯食材熬煮關鍵,做出道地的日式家庭料理長濱智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64 減肥,從味覺開始!: 韓國最新流行味覺矯正瘦身法,讓你吃的健康不復胖朴敏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71 用廚房道具學做菜: 從烹調原理、日常使用到料理嘗試,讓下廚更有效率Winnie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88 漁家女兒的魚鱻食帖: 煮魚知魚,讓你愛上吃魚!新合發猩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495 八位醫師聯手調配的減肥七日餐: 五行、低升糖、藥膳,三效強效版,一周一定瘦!吳宏乾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806 會吃白米的人不失眠、不發胖、不得三高: 米飯、米粥、米湯的驚人效果欒加芹, 宮錦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813 與貓的好味時光: 第一本貓與貓奴的鮮食共享料理,從做點心開始,享受你與貓的約會好味小姐Ladyflavor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7044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2937051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37068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2937075 盛世王朝 棺材裡的笑聲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8896 揉揉小腿肚の驚人自癒奇蹟: 70%的血液集中在人體「下半身」,天天按摩小腿,疾病就會慢慢改善!槙孝子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坤鼎國際餐飲諮詢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服務產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9789865683368 媽媽,我記得你 池川明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764 森林漫遊 Michael O'Mara Book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63 日本手作女王的手繪剪紙手帳BOOK: 5大獨家技法+365個旋轉吊飾吉井郁惠著; 熊瑾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87 園藝の趣味科學 上田善弘作; 游于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894 鍛鍊你的意志力 岩崎一郎作;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00 改變說話順序輕鬆說服各種人: 提案通過.交涉成功.改善人際 任何人都能學會的54個超強說服話術佐藤昌弘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17 愛上短義大利麵: 必學14種義式短麵X78種新手不敗美味醬料渡邊麻紀著; 謝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24 最強燃脂肌力訓練 改變你的體態 鄭周鎬著;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31 從0開始學慢跑 谷川真理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48 教出孩子的自信從父母的口頭禪開始 金盛浦子作; 謝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55 媽媽的手是最好的醫生: 0～10歲育兒穴位按摩全圖解,夜哭、易感冒、過敏、愛生氣、發燒,撫觸X按壓穴道就能改善!高橋綠里作; 趙君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62 在家練肌力體脂少10% 森俊憲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79 161種懶人植物,擺著就能自己活!: 初學者也種得活的「栽種全圖鑑」松山美紗著; 游于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86 35歲開始,你該學著過不健忘的生活 篠浦伸禎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3993 芳療香草 慢生活: NHK人氣節目、英國香草專家 維妮西雅的香草庭院日記維妮西雅.史坦利.史密斯(Venetia Stanley-Smith)著; 方冠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01 半斷糖,1年瘦9公斤 野村喜重郎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18 消除虛胖水腫,7天瘦3公斤 小林弘幸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25 Le Creuset鑄鐵鍋手作早午餐: 鬆餅.麵包.鹹派.濃湯.歐姆蛋.義大利麵 45道美味鑄鐵鍋食譜Le Creuset Japon K.K.編著; 坂田阿希子監修; 白璧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32 經典歐式麵包大全 艾曼紐.哈吉昂德魯(Emmanuel Hadjiandreou)作; 林潔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81249 安心吃油: 改變用油,就能活化大腦、改善過敏,大幅提升記憶力山嶋哲盛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56 好主管就該學的不傷感情責罵術: 關鍵時刻,56個不動氣的責備技巧,打造士氣高、效率驚人的優質團隊中嶋郁雄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63 教養,從讀懂孩子行為開始 田中康雄監修;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70 痛症按摩拉筋全書: 從偏頭痛、腰背痛、肩頸痠、手腕麻到低頭族症候群,114個改善不良生活習慣造成之疼痛自療法羅永武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87 可愛風手作小麵包: 太陽蛋小麵包.迷你貝果.超萌蘿蔔麵包 30款大人小孩都愛的健康無添加麵包浜內千波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1294 從「整體」窺視你的精氣與身體 片山洋次郎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02 做家事練大腦: 健忘、詞窮、慢半拍……善用不同家事動作,對症訓練退化腦區,提升工作和學業表現加藤俊德著; 謝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19 超級穀物簡單料理提案: 8種超級穀物,引爆全球餐桌革命,餐餐少量添加,身心輕盈.均衡.活力文仁暎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26 世界畫家圖典: 達文西、塞尚、梵谷、畢卡索、安迪沃荷……,106位改變西洋美術史的巨匠田邊幹之助監修;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33 如何讓商品暢銷又長銷?: 日本國民零食POCKY前品牌經理教你,商品由黑轉紅、熱賣50年的行銷企劃力!太田昌宏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40 菁英都贏在用圖表解讀數字: 只看「結果」會有盲點,圖表才能讓原因現形,發現數字背後的真正問題平井明夫, 石飛朋哉著;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57 10分鐘做早餐: 一個人吃、兩個人吃、全家吃都充滿幸福的120道早餐提案崔耕真作; 李靜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3064 培養孩子自信獨立的親子對話術 青木仁志著; 謝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71 寫字時代: 楷體.隸書.行書,經典三體習字本 一筆一畫臨摹亙古的夢想、智慧與孤獨陳忠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88 實現夢想的5種努力: 從自卑內向到站在舞台頂端,柚希禮音如何克服挑戰,成為寶塚傳奇?柚希禮音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3095 世界起司輕圖鑑: 新鮮起司.白黴起司.洗皮起司.藍黴起司.羊乳起司 209種世界最受歡迎的起司入門指南NPO法人起司專業協會監修;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05 大口吃肉,一周瘦5公斤的生酮飲食: 改變飲食習慣,讓身體選擇燃燒脂肪,用酮體當能量,自然越吃越瘦齋藤糧三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12 先說關鍵字,讓話題源源不絕: 工作外出 聚餐約會 開會討論 跟誰都能聊得來的33個說話技巧櫻井弘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29 這樣問話,教出會思考的孩子 狩野未希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36 廚房裡最重要的小事百科: 正確洗菜、醃肉、燉湯、蒸蛋、煎魚,400個讓廚藝升級、精準做菜的家事技巧龍東姬著;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43 練肌力就是練心,線條證明我可以: 姐練的不只是重量,還有強大的自信心!Anni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8150 每天3行,寫小日記練出好英文: 天天寫短句,訓練用「英文思考」的大腦,程度突飛猛進!神林莎莉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67 氣的共鳴: 按照「身體慣性」自在生活,調和自己與人,與空間,與世界的種種關係片山洋次郎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174 鱷魚愛上長頸鹿 達妮拉.庫洛特著;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181 鱷魚愛上長頸鹿. 2, 搬過來.搬過去 達妮拉.庫洛特著;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18198 鱷魚愛上長頸鹿. 3, 有你真好 達妮拉.庫洛特著;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1906 鱷魚愛上長頸鹿. 4, 勇敢的一家人 達妮拉.庫洛特著;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31913 低GI飲食聖經: 控制血糖,你就能控制體重! 力克.蓋洛普著;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20 2:1倒過來飲食法: 減肥不靠意志力!減重名醫只靠改變用餐順序,3個月瘦12公斤朴敏洙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37 花草風療癒時光水彩畫: 不用打草稿,不需畫畫天分,隨筆畫出38幅自然暈染的清新小卡片朴民卿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44 30款最想學的天然手工皂: 娜娜媽不藏私的經典配方大公開娜娜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51 在家念書就能考上的高效自習法 池田潤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68 大師級手沖咖啡學: 選豆.烘焙.手沖.品飲 咖啡教父傳授沖出好咖啡的重要小細節崔榮夏著;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75 手感設計!浮雕風立體布置圖樣280款: 標誌.英文字母.花草動物 工作室X特色小店X櫥窗設計x室內居家 都適用的創意布置圖樣我那霸陽子, 辻岡Piggy著; 方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82 跑步的科學: 掌握關鍵數據,調校9大身體機能引爆動力鏈,讓你突破瓶頸,超越自己!彼特.馬吉爾, 湯瑪斯.舒華茲, 梅莉莎.布瑞兒著; 張簡守展,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999 孩子的自然觀察筆記 克萊兒.沃克.萊斯利(Clare Walker Leslie)著; 洪慈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05 減醣救命 山田悟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12 讓對方一直說的10倍輕鬆問話術 西任曉子作;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29 款待日常の生活好物選: 質樸.溫暖.舒適的每件生活小物,都是堅定自己信念的溫柔依靠香菜子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36 陰屍路的黑暗療癒: 團體壓力.道德兩難.生存競爭......24位心理學專家剖析令人又痛又撫慰的人性掙扎命題崔維斯.蘭理(Travis Langley)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43 爸媽,可以安靜聽我說嗎? 松本文男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50 滾一滾鬆筋膜 天天零痠痛 禹智仁, 金聖珉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67 歡迎光臨天才城市 艾瑞克.魏納(Eric Weiner)作; 鄭百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74 管好這些小事 辦公室鳥事退散!: 看懂職場上不成熟的人、不恰當的事,做對關鍵的小調整,鳥事變好事!別所榮吾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81 日日湯療: 中醫師的39道對症家常湯 陳峙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998 爺爺的天堂島 班傑.戴維斯著;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1803 我愛抱抱 尼克‧布蘭德Nick Bland著; 佛芮雅‧布雷克伍德Freya Blackwood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1810 不一樣,也很棒 嘉娜.塔柏妮.米賽哈希(Jeanne Taboni Miserazzi)文; 露西兒.李蒙(Lucile Limont)圖; 蔡雅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1827 我們那麼渴望愛情,為何卻無法好好愛? 蘇珊.佩琦(Susan Page)作; 林雨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834 每個家,都應該有主人的樣子 朱俞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841 鱷魚愛上長頸鹿. 5, 好忙好忙的聖誕節 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著;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1858 大人的西洋美術史 池上英洋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865 瀚克寶寶的安心全營養副食品 瀚可爸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872 營養師1年瘦20公斤的常備減醣食譜: 不只是食譜,是營養師親身實踐10年的斷醣心得麻生怜未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889 讓英文瞬間變強的101個動詞 阿部一作;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1896 伸展 怎麼做最有效? 坂詰真二著;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00 教養,從跟孩子的情緒做朋友開始: 孩子鬧脾氣 正是開發全腦的好時機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蒂娜.佩恩.布萊森(Tina Payne Brson)著; 洪慈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17 一日一畫 花草四季舒壓水彩畫: 只要上色、暈染,每個人都能隨筆畫出43幅療癒小卡片吳允真著; 林育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24 筋膜線按摩伸展全書: 沿著6條筋膜線,找出真正疼痛點!84組對症.部位.強化的全方位按摩法凃俐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31 1000種常見食物醣量&熱量速查圖典: 列出含醣量.卡路里.鹽分.蛋白質.膳食纖維,教你挑對食物、掌握分量!大櫛陽一監修; 李池宗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48 吃對油,不失智: 腦科權威全面破解失智真相,改變用油和飲食,就能改善大腦健康山鳩哲盛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55 數學考10分 也能學會財務報表: 3張表格X5個重點,輕鬆看數字,剖析一家公司的賺與賠!國貞克則著; 李池宗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62 全圖解神奇の劈腿伸展操: 百萬日本人都在練!!NPO法人日本伸展協會著; 胡汶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79 消失中的北極 彼得.瓦哈姆斯(Peter Wadhams)作; 王念慈, 吳煒聲, 黃馨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79 消失中的北極 彼得.瓦哈姆斯(Peter Wadhams)作; 王念慈, 吳煒聲, 黃馨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86 你不值得我仇恨: 16篇悼念恐攻亡妻的感人口誌,以文字的力量再現愛和尊重的不滅祈願安托尼.雷西斯(Antoine Leiris)著; 蔡雅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393 用故事的方式學數學 中田壽幸監修;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03 紀錄成長瞬間的親子手印畫: 50個好玩又簡單的手印創作素材,全家共享手作歡樂時光山崎幸枝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10 用故事的方式學幾何 中田壽幸監修;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65 1把刷子X1桶油漆 用顏色改造家的風格: 法式風.鄉村風.現代風,牆面家具重新上漆,換色就做得到!安妮.斯隆著; 陳維真,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72 讓你說話更有趣的40個技巧: 日本說話大師教你這樣說,克服緊張害羞,報告、提案、閒聊 都能一開口就具有感染力!櫻井弘著; 趙君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89 改變人生的勇氣: 被排擠、上司無理、婆媳糾葛,88道最棘手的生活難題,阿德勒會怎麼做?岸見一郎著; 黃美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96 1張瑜伽墊練肌力成功瘦50公斤 金皗原著;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08 情緒排毒: 50組呼吸伸展練習 疏通人體七大部位,找回自信心、安全感、行動力王羽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15 噴火龍來了 亞當.路賓(Adam Rubin)文; 丹尼爾.塞爾米埃瑞(Daniel Salmieri)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7722 熊熊森林大冒險 蜜雪兒.羅賓森(Michelle Robinson)文; 大衛.羅柏茲(David Roberts)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7739 唐太宗領導學: 從《貞觀政要》的君臣對話,一窺卓越領導者的核心價值,以盛世為師唐慶華著; 謝明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46 失控的長壽醫療: 8個能讓人類活到250歲,卻又100％有道德爭議的救命科技伊芙.哈洛德(Eva Herold)原著; 王念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53 居家照護全書完全圖解: 第一本寫給照顧者的全方位實用指南金田由美子, 東田勉編著; 蘇暐婷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7760 Kokoma立體造型手撕麵包: 揉一揉、疊一疊,52款可愛.暖心.療癒的造型手撕麵包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77 幸福穿搭 霜鳥MAKIKO作; 謝雪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84 改變世界的30個重要發明 造事務所編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791 持之以恆的科學: 運用行為科學管理自己 讓一拖再拖的事變「想做的事」富山真由著; 吳易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809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36則讓你有態度、不委曲,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世道智慧穆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816 家常菜的美味科學 松本仲子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823 讓體脂肪及癌細胞消失的生酮飲食: 只要多吃好肉及大量蔬菜、菇類,讓體內生酮,再難治的病都有康復機會齊藤糧三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830 我想要這個 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作;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847 挖鼻孔好好玩 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作;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854 交換妹妹 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作;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861 我不怕黑 達妮拉.庫洛特(Daniela Kulot)作; 林硯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2878 我們的假設創造世界 佐渡島庸平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885 爸媽行動不便,我該如何好好照顧他?: 學習18個兼顧人性化考量的飲食.排泄.沐浴.更衣.翻身照護技巧三好春樹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892 大腦之美:神經科學之父卡哈爾80幅影響大腦科學&現代藝術的經典手繪稿賴瑞.斯望森(Larry W. Swanson)等作; 游卉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06 活力小日子,我的手作輕食便當 The Light著 ;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13 黑心牙醫不告訴你的診療真相 斎藤正人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20 一次學會5大技法!達人級手工皂Guide Book 娜娜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37 世界愈快,對孩子說話要愈慢: 澤爸42個漫溝通提案,幫爸媽戒掉情緒恐嚇式的快教養魏瑋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44 為什麼缺點多的人反而受歡迎? 田坂廣志作;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51 原來,成功人士都這樣拜神許願: 日本正要、企業大亨、武將首領,與神私密交流的幸福人生學八本龍平作; 李池宗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75 走路是靈藥,治百病的對症健走自療法 西田潤子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82 杯緣子餅乾: 輕鬆揉麵.簡單塑型.快速烘烤,三步驟就完成!40款愛心.星形.可愛動物,超萌杯緣子餅乾大集合森崎繭香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499 爸媽,我也要面子呀! :孩子的心事並非小事,解讀43個孩童「內心小劇場」洪美靜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737 排濕瘦身法: 韓國當紅9天瘦身飲食計畫 李京姬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909 醍醐花見 鄭賦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937 邁向審計委員會2.0 劉文正作 第ㄧ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264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7 2017國家卓越建設獎執行委員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85264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7 2017國家卓越建設獎執行委員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17047 GRI準則 GRI 201: 經濟績效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19 GRI準則 GRI 205: 反貪腐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71 GRI準則 GRI 416: 顧客健康與安全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54 GRI準則 GRI 408: 童工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16 GRI準則 GRI 415: 公共政策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40 GRI準則 GRI 203: 間接經濟衝擊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30 GRI準則 GRI 413: 當地社區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92 GRI準則 GRI 407: 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070799 GRI準則 GRI 417: 行銷與標示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57 GRI準則 GRI 404: 訓練與教育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78 GRI準則 GRI 206: 反競爭行為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33 GRI準則 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070768 GRI準則 GRI 401: 勞雇關係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95 GRI準則 GRI 304: 生物多樣性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26 GRI準則 GRI 405: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070775 GRI準則 GRI 418: 客戶隱私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61 GRI準則 GRI 102: 一般揭露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02 GRI準則 GRI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64 GRI準則 GRI 409: 強迫或強制勞動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070751 GRI準則 GRI 202: 市場地位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070782 GRI準則 GRI 303: 水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869496988 GRI準則 GRI 302: 能源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23 GRI準則 GRI 305: 排放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085 GRI準則 GRI 403: 職業安全衛生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08 GRI準則 GRI 411: 原住民權利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15 GRI準則 GRI 412: 人權評估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22 GRI準則 GRI 204: 採購實務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39 GRI準則 GRI 306: 廢汙水和廢棄物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46 GRI準則 GRI 101: 基礎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53 GRI準則 GRI 301: 物料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60 GRI準則 GRI 402: 勞/資關係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77 GRI準則 GRI 406: 不歧視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84 GRI準則 GRI 410: 保全實務 2016 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191 GRI準則 GRI 307: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遵循 2016吳文雅等譯 其他 1

9789579317207 GRI準則 GRI 308: 供應商環境評估 2016 吳文雅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317214 GRI準則 GRI 103: 管理方針 2016 吳文雅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317221 GRI 準則詞彙表 吳文雅等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22

送存冊數共計：123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484 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討會. 2017(第十五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555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節日專刊: 身心障礙者的兒童節汪育儒, 劉惠敏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0211 平甩的奇蹟 李鳳山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646 啟動天國人生(教師版) 晏信中, 周巽光, 周巽正作 平裝 1

9789869453653 啟動天國人生(學生版) 周巽光, 晏信中, 周巽正作 平裝 1

9789869453660 奔向真自由: 衝破那容易纏累的網羅 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著; 楊瑞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9558 國際綠色能源科技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十二屆陳財榮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2261 「奠基.傳承.開展」. 第三輯 張雪琴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662278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特刊. 第24屆 張雪琴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650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 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107 食品作業場所病媒防治參考手冊 王正雄, 翁嵩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501 靈風飊起: 近年在伊斯蘭世界中的穆民歸主運動大衛.葛瑞森(David Garrison)原著; 香港前線差會譯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516518 心入穆斯林: 與穆斯林分享基督 何西堅(Edward J. Hoskins)著; 紫晴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910 Pananomen ko Rangtar灌溉樹樁 向下扎根 張月瑛主編 其他 1

9789869345910 Pananomen ko Rangtar灌溉樹樁 向下扎根 張月瑛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600 中山好融異藝術街區計畫. 2016 Contributors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前線差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歷屆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異象工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綠色能源科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身心障礙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梅門一氣流行養生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37

危機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8613 好家在: 幸福難?不難! 賴欽堂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206 尋跡大坪頂: 鹿谷鄉開拓歷史探索 曾新彰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202 厚土: 全球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 由五溝水為例看整體環境問題社團法人屏東縣左岸高屏溪協會, 五溝水守護工作站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7545 走讀屏東濕地 曾昭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013 五感+1: 聽損家庭的生命故事 桃園市聲暉協進會102年生命故事團體成員及其子女作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637 八卦山郵刊. 第62期: 八卦山郵學會「成立二十二週年紀念郵展特刊」[社團法人彰化縣八卦山郵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7183 植牙全口重建精要 江承翰等作 平裝 2

9789868337190 2017植體系統: 牙科植體暨相關器材指引 盧宏杰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741 蔬香百味. 2: 108道素菜輕鬆做 釋見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002 文化優先的時代: 臺灣文化法 周志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156 世界劇場設計展. 2017 王世信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721 扮家家遊,多元家庭鬥陣行: 偏鄉巡迴紀實 洪菊吟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9455 理理力溝通: 威力同理心回映 蔡仁松, 李富華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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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文化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市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聲暉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八卦山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左岸高屏溪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社大文教發展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花蓮基督教女青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彬彬文化發展協會



9789868629455 理理力溝通: 威力同理心回映 蔡仁松, 李富華作 平裝 1

9789868629462 天問旅程: 驚奇.讚嘆.豐盛 蔡仁松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841 禪宗十牛圖解說 釋善祥編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8985858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 殺戒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5896 悟無生禪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000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 盜婬妄酒戒 釋善祥比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5024 無生禪悟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5055 如何修持好善業五戒淨法: 盜婬妄酒戒 釋善祥比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5712 乙未戰爭120周年暨臺灣光復70周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劉源俊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209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專輯. 第一輯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934 邁向循環經濟及永續經營之水利工程建設研討會論文集劉玉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9455 軟體設計樣式 薛念林 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5437 農業科技創新: 策略規劃工具應用指引 李翎竹, 廖宜慶, 黃偉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732 綠色照護: 大自然療癒力: 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暨臺灣綠色照護聯盟締結儀式. 第十一屆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6387 ICD-10-CM及DSM-5精神疾病分類對照 歐陽文貞主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453 醫治婚姻中的傷痛: 超越沮喪、憤怒、怨恨,進入完全饒恕蓋瑞.羅斯伯格(Gary), 芭芭拉.羅斯伯格(Barbara Rosberg)著; 蔡明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0460 再見.愛 賴諾曼(H. Norman Wright)著; 蔡明穎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4764 第八屆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暨第二屆國家公園濕地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摘要論文集陳佳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濕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軟體工程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混凝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釣魚臺光復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122 致命粉塵: 石綿疾病,工業發展史中的職業病風暴鄭雅文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5122 致命粉塵: 石綿疾病,工業發展史中的職業病風暴鄭雅文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667 觀眾最愛設計師. 3, BEST OF YEAR 幸福空間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674 老屋改造x「暖」新宅 吳函霖作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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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8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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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5292 動漫少女點線面: 從局部到整體,最完整的真人繪圖鑑灌木文化動漫研究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308 遠離惡男:26種女孩不能碰觸的惡魔系情人 天王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315 不藏私的中華小吃: 一次學會,百吃不厭! 蝶兒著 平裝 1

9789863795322 時空漫步:從中亞、北非到西方世界 DEEP中國科學探險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339 時尚家居設計美學 國際最新室內設計精選編寫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346 沒有終點的陸途 陳浪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5353 無懈可擊的3D視訊處理技術 安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360 硬漢之路: UNIX完美淬練 張春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377 Sencha Touch跨平台行動裝置應用程式Base on HTML5黃燈橋著 平裝 1

9789863795407 和Facebook一起進化到PHP7 劉增傑, 張工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414 最符合人腦的解讀方式: 用d3.js完成網頁視覺化呂之華著 平裝 1

9789863795421 用Javascript一統前後端: 御用語言Node.js出巡Web尤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445 化身靚女究極攻略: 從穿搭彩妝到儀態談吐,美麗不只皮囊,還要有涵養!于曉寧, 雙福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452 世界排名第一的視覺資料庫: OpenCV開發一本搞定李立宗著 平裝 1

9789863795469 首度披露:大型企業電腦系統如何確保運作正常的機密陳紹英, 周志龍, 金成姬著 平裝 1

9789863795476 不但玩,還自己做VR!動手開發HTC Vive遊戲 胡良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483 Java&樂高機器人: 完美CP組合 鄭劍春, 魏曉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506 Storm: 大數據分散式即時運算系統 趙必厦, 程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520 Linux創始人: 極客之王Linus Torvalds 張樹聲, 陳斌, 朱國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537 最快學會Objective-C定點突破攻略 傅志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544 Ext JS實際演練: 使用Visual Studio 黃燈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551 繪自: 前衛藝術大師筆下的百變肖像 度本圖書(Dopress Books)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575 用Mac OS+Android Studio開發最新的手機應用程式畢小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582 親手操作、控制及校調工業機器人 龔仲華, 龔曉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599 Angular 2其實可以很簡單: 實務範例教學 姜琇森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605 改造確幸小空間 火星時代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5629 Adobe Illustrator美學設計 蔡雅琦, 方宏彬著 其他 1

9789863795636 輕鬆上手Apache CloudStack雲端系統 中國Cloudstack社區編寫小組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3795667 Painter十強武者的華麗幻繪奇想 黃俊傑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95674 一手掌握Android NFC開發技術 趙波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5681 人類超越人類: 智慧家居產品的全面革新 向忠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873 我,好想離婚!!: 結婚25年,我對他的忍耐隨時瀕臨爆炸藤本和愛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82880 鍛鍊心靈平衡自律神經: 瑜伽入門與進階. 2 番場裕之著; 李曉雯, 李敏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1958 體態,決定你的年齡: 這樣做,60歲可以擁有30歲體態: 照顧脊椎.骨盆平衡.增強肌肉.保護關節.快樂放鬆黃如玉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肯網資訊企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0

佳魁資訊

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幸福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517 薪航 孟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803 朝向高齡友善城市國際視野與在地經驗 陳素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10 東台灣社會福利探析: 高齡、族群與性別 范麗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27 人權、正義與差異政治 陳俊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34 教育正義 陳俊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813 搭上AI熱潮,創造智慧機器人下一個新商機 拓墣產業研究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861 家庭教育 課程 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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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55642 翰墨傳承: 全國書法名家暨花蓮縣書法學會聯展作品集. 一0六年林岳瑩, 楊振坤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702 伴君如伴虎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26 不只是動心 夏喬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33 福妻不從夫 莫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40 情熱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57 脫軌的誘惑 莎拉.麥克蓮(Sarah MacLean)著; 林秀徽譯 平裝 1

9789869432764 失戀暴走 單飛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71 姑娘來收妖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788 都督大人的女奴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227 八字星座一起輕鬆學: 八字好好玩入門初階講義黃四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333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9340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9357 My G-Book: character education(blue) Edward Hsieh等著 平裝 1

9789865889371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Edward Hsieh等[作]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508 方格子老虎 安德烈.伍沙丘夫(Andrej Usatschow)文; 麗雅珊德拉.容格(Alexandra Junge)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515 我該說些什麼呢? 馬丁.巴茲塞特文; 安茲.德雪圖; 阿默編輯室譯.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龍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阿默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易學佛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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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拓墣科技

東震之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902 台灣角度 眺望全球: 法國: 龍行天下智慧行 眺望世界無碼的愛團隊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157 K線實戰秘笈 陳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3164 股期權SOP操盤秘技 陳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400 珠寶知識 就是財富 繆承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417 實用鑽石分級學 吳舜田, 繆承翰作 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0772 老公的調教方法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278 同學萌萌噠CHU 丹卷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3

9789864743278 同學萌萌噠CHU 丹卷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4743292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3285 聲戀: 我的全領域本命 桑玠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308 王爺,來一碗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254 這個社團大有問題 小鹿妹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261 惡魔偽畫師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315 inferno: 不被允許的愛 松本友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3445 偽婚: 老公雇用計畫 安武子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452 不甘心就這麼愛上你 吉永友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469 你在那個時候變得更野獸了!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476 渣男與賤男 佐倉紫露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483 放學後的鳳蝶 柚木微菜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490 三月要當女漢子 紺吉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506 社長大人就是愛 逸見奈奈惠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13 根本沒有戀愛過 室多多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20 滿腦子都是你 阿部茜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37 你我放閃的街 星谷香織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44 老師中毒 紫依衣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51 我的身教老師其實是野獸 西城綾乃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68 Dear tear 2: 我的摯愛 Kazma Kowo作; M. 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75 打動朋友的方法 青山十三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82 抱歉,學姐!我喜歡你。 八谷公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599 由我親自指點妳吧 春名妃蕗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05 鐵道、你的手、櫻花道。 增田里穗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12 偽裝結婚的心得 小純月子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29 半田君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636 柴犬生活 高倉敦子作; M. 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43 SHINKAI: 潛水調查船 木田翔一漫畫; 金成陽三郎原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50 發條失控!薔薇少女 ちょぼらうにょぽみ漫畫; PEACH-PIT原作; 梓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67 黑貓圖鑑 左京亞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74 惡男 紗織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81 壞心眼方程式 比內菜月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698 年下男友 紘千尋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735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3742 惡魔偽畫師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759 這個社團大有問題 小鹿妹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773 魔卡少年幸運星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780 龍孃七七七埋藏的寶藏 赤瓦裳留夢作; 鳳乃一真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803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810 葬除屋X RAID 生田さやか原作; しほうあきら作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承翰寶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霖管理顧問



9789864744084 葬除屋X RAID 生田さやか原作; しほうあきら作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3827 QQ掃除者 最富恭介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3834 青色光芒 川端志季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841 半田君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091 半田君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4107 半田君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3858 最近整個世界都變成我的了...... 唯登詩樹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865 簡單來杯熱巧克力 小村鮎海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872 春X清 尾崎晶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3889 距離「喜歡!」0秒再度放閃♡ 後藤美沙紀作; 不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896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43902 時尚遊戲 中島織姬星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919 血界戰線Back 2 Back 內藤泰弘作; 梓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926 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 志賀乃夷織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933 對你的感覺仍是... 中河友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940 這是秘密。 平茶織作; 榊あおい原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957 輕浮男與機器女 木內Ramune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3964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4077 老師君主 幸田百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3971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3988 情繫螢火蟲 南谷郁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988 情繫螢火蟲 南谷郁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3995 戀愛特訓: 戀愛體質改善講座 橫山真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008 大神好壞,萌徒躺下 流螢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039 這世界怎麼會懂我們 不破慎理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046 妄想兔女郎 廣瀨結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114 貪戀的熱帶魚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4121 小女子不才 大矢和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138 今晚、在老師的臂彎中 真村澪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4145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152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169 Full Dozer: 藝能界推土機 小村鮎海作; Akane譯 初版 0 第1冊 1

9789864744176 Full Dozer: 藝能界推土機 小村鮎海作; Akane譯 初版 0 第2冊 1

9789864744183 保健室裡欺負我! 一堂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190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4206 醒來後的花之吻 後藤美沙紀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213 唇光之影 依月莉莉作; M.L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220 三月要當女漢子 紺吉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237 薔薇少女dolls talk PEACH-PIT原案; 佳瑠來春漫畫;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244 12歲。: 困惑 米田菜穗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4251 R17-17歲症候群 小夏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268 凡赫辛: Darkness Blood 河田雄志原作; 行徒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275 女王.風範The Mind Sweeper 最富恭介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282 那可能就是愛吧 西原ケイタ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299 魔卡少年 幸運星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305 以萌治國: 貓熊公主殿下 錦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312 這個社團大有問題 小鹿妹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367 這個社團大有問題 小鹿妹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4329 王爺,來一碗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336 泡戀 水波風南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343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4350 黑之館特典: 夏日水男孩 咪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374 403號房妖精男子們的寄宿生活 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381 大神好壞,萌徒躺下 流螢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398 人氣輕小說家與異世界少女的純潔關係 墮落的貓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404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4411 沒有錢!: NO MONEY!: EX 篠崎一夜原作; 香坂透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428 連接吻都不懂的少女漫畫家 蜜樹海湖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435 狼少女與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44442 櫥窗裡的魔法娃娃 千千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459 與你從現在開始 山本小鐵子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466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十文字青原作; 奧橋睦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473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44480 能面女子花子同學 織田涼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497 傲驕男友的掠奪方法 左京亞也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503 在我身邊好不好 蝦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527 歌劇國愛麗絲 樋口橘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534 被哥哥溺愛得好困擾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541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藍川沙季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558 草莓蛋糕蛋糕 森下suu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565 如果我說喜歡妳,妳會什麼表情呢? 白石由希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572 菇菇文學全集: 菇菇讓你愛上文學名著 小鳩万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4589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 扇ゆずは作; 橘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596 付喪神物語 神奈木智原作; 山本小鉄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602 中島萌嗨全世界!! 池山田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619 吸血鬼騎士memories 樋野茉理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626 IDOLiSH7-偶像星願TRIGGER: before The Radiant Glory種村有菜作; BANDA, NAMCO ONLINE原作;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633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4640 IDOLiSH7-偶像星願 山田のこし作; BANDA, NAMCO ONLINE原作;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657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44664 ReRe哈囉 南塔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139 飛越死亡的夢境 諾可.桑傑斯(Nouk Sanchez)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024 文物拍賣大典. 2017 魏麗萍, 朱曼華, 姚水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062 我的媽啊!: 30種媽媽的溫馨狂想分類百科 拉葵兒.狄亞茲.瑞格拉(Raquel Diaz Reguera)著; 林娟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6093 色繪古都: 京都陶瓷漫步 陳彥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106 想像力的發電機: 為創意裝上翅膀 羅西歐.波尼拉作; 鄭榮珍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8113 時光收藏者: 品味中國藝術三百年 劉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120 宮崎駿論: 眾神與孩子們的物語 杉田俊介著; 彭俊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137 一起畫牆壁: 用藝術改變社區 伊莎貝爾.坎柏, 特麗莎.豪威作; 拉菲爾.羅佩茲繪;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8144 上帝的建築師: 高第誕生165週年大展導覽手冊徐芬蘭, 喬治.佛里(Jordi Faulí), 雷蒙.拉米斯.璜(Raimon Ramis i Juan)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5360 我的金剛戰警 糖朝栗子文; 林芷蔚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611 豆豆的迷宮遊樂園 糖朝栗子文; 大眾兒童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628 遷徙鳥,居留鳥 Miryam文; 黃祈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5635 和悲傷說再見 珊蒂.法素文; 杜爾.蘇瓦納奇圖; 黃書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5642 露露公主與遲到大王 糖朝栗子作 ; 吉娜兒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666 最想要的禮物 馬維欣文; 安娜.茲波特妮克.多納提(Ana Razpotnik Donati)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319 文雨織夢: 宜蘭縣文藝作家協會會員作品集. 2017蘇麗春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00319 文雨織夢: 宜蘭縣文藝作家協會會員作品集. 2017蘇麗春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500326 文雨飛陽: 蘭陽青年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六屆 蘇麗春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116 慧燈中學創校二十周年紀念專刊 吳松溪總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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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122

奇蹟課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藏藝術家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125 日常溫度:敘述中城的14種觀點 沈芳序, 申惠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255 話語！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幸與不幸，都是你自己說出來的！佛羅倫斯.斯科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262 全臺第一本神奇的黏土療法入門指南 瑞恩.尼辛斯(Ran Knishinsky)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279 秘境小屋: 每個人都可以親手打造一幢遠離煩囂、安頓型的居所札克.可倫(Zack Klein)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286 有錢人才知道,財富就在家裡面 羅素.康維爾(Russell Conwell)著; 黃怡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1293 小技巧大業績: 不懂小技巧,做到死你都還在賠錢!傑.亞伯拉罕著(Jay Abraham)著; 謝家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00 向上思考的秘密: 奇蹟製造者的困境突破術 諾曼.文生.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17 鬼怪神州: 中國千百年來的鬼怪搜奇錄 栾保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24 神明所教的解籤訣竅: 60甲子詩籤 王崇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6731 大藍海洋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著; 方淑惠, 余佳玲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93 奉獻: 政工幹校四期同學畢業生60週年專輯 李紀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176 太古尋根: 入迂上人畫石精品家屬捐贈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9789869017176 太古尋根: 入迂上人畫石精品家屬捐贈集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370 給全世界最重要的你: 德蕾莎修女教你如何去愛片柳弘史作; 林安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524 就算是雨天,也不必放棄變可愛: 大人女子高效保鮮＆秒刷存在感的52項身心美則神崎恵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531 西裝的鐵則: 成功&有型,從穿對西裝開始! 森岡弘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098 恐怖.老年.性愛 愛琳.海曼(Arlene Heym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802 沉默小提琴 喬莫.卡布列(Jaume Cabré)著; 邱美蘭翻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93819 跨界思考 黃涵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043 路有多長: 差事劇團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范綱塏編輯.整理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0043 路有多長: 差事劇團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范綱塏編輯.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40232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實習總複習 楊盛松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0492 丙級工業電子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 技檢專門科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640577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講義 陳冠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713 升科大四技: 工程材料總複習 郭耀傑, 劉育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720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 黃煌嘉編著 十二版 其他 1

978986464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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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0768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李長智, 蔡易達編著 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科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南山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政工幹校四期同學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9789864640775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總複習講義 葉輪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782 升科大四技: 電工概論與實習總複習 吳海瑞, 林智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799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總複習講義 林源富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812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命題焦點 汪永文, 劉啟欣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829 升科大四技: 基本電學實習總複習 陳興財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0836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滿分學習講義 張國彬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843 升科大四技: 機械製造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850 升科大四技: 機件原理大躍進 林益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867 升科大四技: 機械基礎實習總複習 張弘智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874 升科大四技: 應用力學總複習講義 鍾義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881 升科大四技: 引擎原理及實習總複習 左成基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898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升學寶典 陳重銘, 李逸琪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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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0911 升科大四技: 數位邏輯(含實習)總複習講義 呂景富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0928 升科大四技: 機械力學教戰手冊 蔡一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935 升科大四技: 製圖實習大躍進 李非, 劉欣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0942 升科大四技: 電子概論與實習總複習講義 高敏聰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40980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含實習)總複習講義(全) 楊盛松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1017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機械群專業一、專業二奪分王陳重銘, 洪兆亮, 李逸琪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41055 升科大四技: 數學B總複習EZ GO 楊雅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1062 升科大四技: 數學C總複習EZ GO 智酷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1079 升科大四技: 電工機械總複習 彭建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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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003 Spring Chen 陳逢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791 臺灣人的族源、夢經絡靈異、及其它 蔡永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033 活用國中會考達人AED(英語文法) 林燕慧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1040 活用國中會考達人AED(數學科) 薛海陽編著 平裝 1

9789869431057 古文閱讀新觀止 楊鴻銘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549 遺落之子. 輯二: 末世餘暉 凌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56 於是,我們仍相信愛情 小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63 如果愛重來 克萊兒.史瓦曼(Clare Swatman)著; 林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811 論自我與寫作: 吳爾芙散文集 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李根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828 防彈飲食: 矽谷生物駭客抗體內發炎的震撼報告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作; 魏兆汝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0835 防彈腦力: 啟動大腦超限能量的防彈計畫 兩周內讓你工作更聰明、思考更敏捷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作; 吳宜蓁, 林麗雪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400 完全省錢戀愛手冊 Killer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17 跛鶴的羽翼: 靈術師偵探系列 舟動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春之藝廊



9789869495424 浮華世界: 職場生存指南 明星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31 密室吊死詭: 靈異校園推理 胡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48 桃花源之謎 秀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55 童話式戀愛 盼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62 離你最近的地方 夏梁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8321 所謂非親非故 靜水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236 奴隸不說愛 第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03 重返侏儸紀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496 舊夢 困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519 受弱安好,那還得了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526 受弱安好,那還得了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533 睡美人 涼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540 海怪系列: 哥哥是海怪,腫摸破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557 非黑即白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564 非黑即白 唇亡齒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571 入戲 童子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588 入戲 童子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595 羅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2969601 春眠宿深枝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625 法外之徒 卡比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632 臣服之禁斷之愛 墨青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649 臣服之禁斷之愛 墨青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656 亡靈書. 1, 慢聲細語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663 亡靈書. 2, 房號143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670 大璫 童子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687 大璫 童子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694 沙漠王子前傳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700 沙漠王子前傳 貞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717 武林龍陽艷事錄系列: 真心莫鍍金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724 武林龍陽艷事錄系列: 真心莫鍍金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731 龍涎香沉之我家龍后有問題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748 囚籠. 上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755 囚籠. 下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762 武林龍陽艷事錄系列: 卷土不重來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779 武林龍陽艷事錄系列: 卷土不重來 天痕壹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786 孤芳不自賞 風弄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809 孤芳不自賞 風弄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793 孤芳不自賞 風弄著 三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2969816 含桃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9823 含桃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969830 含桃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969847 含桃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969854 含桃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969861 兩不疑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969885 小白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892 狼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908 小狐狸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915 年年春系列: 世界由愛構成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922 猶解倒懸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939 玩物喪志 卡比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953 赤月下的雙子特別篇: 獵人之間的最強爭奪賽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758 我們到底是誰?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imir Megre)作; 王上豪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46

拾光雪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威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3249 化學感測器科技研討會. 2009年第15屆 丁信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952 為什麼覺得自己不夠好?: 找出內在折磨你的根源,從自責枷鎖中解脫金亨根著; 葛增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274 潛能開發找一找. 3, 希臘羅馬神話 奧克斯出版策劃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9281 潛能開發找一找. 4, 世界城市探險 奧克斯出版策劃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47 小螞蟻去探險 高家博成, 仲川道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54 認識蟲蟲世界: 小蝸牛愛下雨 高家博成, 仲川道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61 水畫魔法動物世界 尖端編輯部作; 尤淑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7378 小瓢蟲來玩耍 高家博成, 仲川道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7392 我需要幫忙,可是我不敢說! 崔悳圭作; 陳馨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05 認識蟲蟲世界: 小白蝶要學飛 高家博成文; 仲川道子圖 1版 精裝 1

9789869472012 認識蟲蟲世界: 小蜻蜓快長大 高家博成文; 仲川道子圖; 鄭雅云譯 1版 精裝 1

9789869472029 我要勇敢 陶樂蒂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36 認識蟲蟲世界: 獨角仙大力士 高家博成, 仲川道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43 我們待會見! 黃雅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65083 Lady!? Steady,GO!! 井上堅二作; 御門幻流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68749 救援小英雄,出動! Celine Decort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069463 商品攝影速成講座!只要這一隻手機就幫你搞定各種不同的拍攝需求久門易作; 周明憲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0995 農大菌物語 石川雅之著; 蔡德襄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1190 法式罐裝甜點: 不必烤箱也OK!經典的派、塔、凍、幕斯、米布丁...等配方,變化出45款創意無限的行動小點心貝杭潔.亞拉伯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930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71480 讓你馬上身懷絕技的43個攝影妙方: 一看就懂的專業級表現手法!上田晃司作; 侯念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879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2197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春野友矢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2531 骨盆矯正瘦: 1個月骨盆歸位 3個月肌肉彈性恢復 6個月瘦回小姐身材金修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562 人生,剛剛好就好: 告別過度行為與壞習慣的52則心靈處方箋西脇俊二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791 在搗蛋中陪你度過每一天: 貓奴教養守則! Kenya Doi, 淘氣喵星人編輯部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814 Lightroom影像精修速成班: 徹底釋放RAW威力,彈指間讓作品散發迷人魅力!澤村徹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975 桃太郎最惡傳說 笹原智映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118 東京喰種: re[quest] 石田スイ原作; 十和田シン小說;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323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二章: 宅邸的一週篇長月達平原作; 楓月誠作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330 BIORG TRINITY深淵融接 大暮維人, 舞城王太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3460 少少來了: 杜少榛寫真書 杜少榛, 星光奈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477 臉黑就別學人抽卡啊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507 學戰都市Asterisk. 外傳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637 讓生活簡單快適的55個靈感: 沒有雜物的家可以裝下更多幸福,心也更自由米雪兒作; 林慧雯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3651 日本個性背包旅店百選提案 前田有佳利作; 卓惠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682 邊緣女神改造計畫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3828 投票遊戲賜予你黑色的一票 こお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207 投票遊戲賜予你黑色的一票 こお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3880 蛋黃哥來了 SANRIO著; 許慧貞翻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3903 角色遊戲 知岸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009 這份戀情,與其未來。. 第二年 春夏 森橋賓果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047 羊與鋼之森 宮下奈都作; 王蘊潔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092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rendy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恒宏文化



9789571074115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 卵山玉子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214 徹夜的高潮邀約 イクヤス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221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955 刺蝟男孩戀愛中 雛地尚作; K.T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290 性春失格 カシオ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351 今天來點漢堡吧! 花形怜原作; 才谷梅太郎漫畫;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4504 跟著貓咪去旅行!環遊世界54國,把你的心遺留在那美好的風景中小林希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511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4528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74528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74535 終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4542 直到中了丘比特一箭? 壹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559 耿直少年面對的青春不像戀愛喜劇那麼甜 慶野由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566 AID獵奇犯罪搜查班.藤堂比奈子 內藤了作; 曾玲玲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4573 十二大戰 西尾維新作; hundred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597 附身之家 小島正樹作; 曾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603 借你勇敢,好嗎? 矮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658 怪咖的美味甜點食譜 羅珊娜.潘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665 7天打造完美A4腰x蘋果臀: 韓國最美曲線話題製造Eddeum的S曲線分區段練操Shim Euddeum著; 陳品芳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672 沉默的告白 羅莎蒙德.勒普頓作; J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689 Eirun Last Code: 自架空世界至戰場 東龍乃助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4696 鈴美眉是肉食系火龍 西野吾郎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702 Minecraft DIY大事典: 我的世界地底大冒險,目標打倒終界龍!王育貞, 盧品霖, 張孝謙作 1版 其他 1

9789571074719 我的巴赫先生 紅棗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5563 我的巴赫先生 紅棗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4726 非自願,注目焦點 上絕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5570 非自願,注目焦點 上絕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4733 S與S的無賴同盟 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740 Ghost Hunt惡靈系列. 6, 來自大海之物 小野不由美作; 王靜怡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757 屍戀 夏也園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764 歡迎來到BL研究社! 春田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771 星際大戰: 絕地大反攻 Marvel Comics作; Sabrina Liao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74795 Delete: 消滅遊戲 川上真司原作; 永田諒漫畫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624 Delete: 消滅遊戲 川上真司原作; 永田諒漫畫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801 殺死心的方法 カシオ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818 殺死心的方法 カシオ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825 投票遊戲賜予你黑色的一票 こお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832 寵物美少女 杉尻尾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849 黑源氏物語 櫻田雛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856 黑源氏物語 櫻田雛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044 黑源氏物語 櫻田雛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863 成為戀人的時刻 山田小桃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870 世界什麼的怎樣都好: Qualidea code 渡航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887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4894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赤城大空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4900 九媱 桓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4924 星際大戰: 西斯大帝的復仇 馬修.史托維爾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931 深淵迷城 西奧.勞倫斯作; 朱崇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948 再見凱薩琳 約翰.葛林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4979 微憂的甜蜜 持田秋作;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986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4993 親愛的厄運情人 神奈木智, 二宮悅巳作; 張凱倫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5006 在風俗店也能交到男朋友嗎? 河馬乃さかだち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013 魔性男友的身心調教 河馬乃さかだち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020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5907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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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75051 傳說中勇者的結婚活動 中村上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068 傳說中勇者的結婚活動 中村上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075 動物朋友歡迎來到傑帕力公園! 動物朋友企劃企劃.原案; fly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082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099 平板少女 ひみつ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105 終結的熾天使: 一瀨紅蓮,破滅的16歲 鏡貴也作; 宋輝雄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5112 通往樂園的廉正之路: 第0位是來自北國的冷豔王妃?野村美月作; 楊佳慧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129 弗雷姆王國興亡記 疎陀陽作; Seeker譯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5150 吾王馴養指南 帝柳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167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 羽宸寰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5174 有五個哥哥的我就註定不能睡了啊! 羽宸寰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5181 老攻穿越變主角,我變配角心機婊?! 雷雷夥伴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5204 慕殘 原惡哉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211 快逃啊-魔女慣老闆逼我簽下賣身契! 意外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228 雙曲線: 二重螺旋. 8 吉原理惠子作; Miyako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235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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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075259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273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273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280 盟約的利維坦 丈月城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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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1075303 世界什麼的怎樣都好: Qualidea code 渡航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334 幸福星數力: 9靈數X12星座: 星星教授安格斯教建立好運體質安格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341 桃色壞男孩 李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365 進辣看三小 林進, 小A辣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372 剖析經典,從光線、形狀、色彩解構風景攝影達人創作思維荻原史郎, 荻原俊哉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389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1075389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1075396 噬魂者NOT! 大久保篤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402 STAY誘惑的枷鎖番外篇 英田沙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419 誘人助理放肆挑逗 怪盜紅作 平裝 1

9789571075426 九死無悔思美人: 屈原傳 喬小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433 思美人 梁振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440 思美人 梁振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457 思美人 梁振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464 思美人 梁振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495 深表遺憾,我病起來連自己都怕 小鹿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501 邊緣女神改造計畫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518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5525 前進吧!!高捷少年 路程 雷雷夥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549 我與彼岸少女的煉愛交替 D51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556 最後晚餐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587 悸動的青春: 劉鴻杰X劉鴻敏寫真全紀錄 劉鴻敏, 劉鴻杰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594 獨一無二的你 川上千尋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5600 獨一無二的你 川上千尋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5617 吹彩 你所演奏的音色 雪丸萌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631 MODS乞愛之徒 ナツメカズキ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648 雙極 芽玖いろは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662 噬蛇之鳥 芽玖いろは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679 魔獸世界: 天崩地裂-浩劫與重生之章 克莉絲蒂.高登作; 甘鎮隴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5693 在那之後,一直想著你 小松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686 愛的過去進行式 韓珍妮作; 朱崇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5709 星際大戰: 曙光乍現四十週年紀念電影設定集 喬治.盧卡斯作; 甘鎮隴譯 一版 精裝 1

9789571075716 燐寸少女 鈴木小波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723 燐寸少女 鈴木小波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747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754 魔裝學園HxH あやかわりく著; 久慈マサムネ原作; 泪紫音譯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761 魔裝學園HxH あやかわりく著; 久慈マサムネ原作; 泪紫音譯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778 花與純潔 桂小町原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785 equus戀馬狂 えすとえむ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815 極夜 文善やよひ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822 鴆-嗜毒之鳥 文善やよひ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839 聽見向陽之聲 文乃ゆき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846 螳螂之檻 彩景でりこ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884 螳螂之檻 彩景でりこ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853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マツセダイチ作畫;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860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二章, 宅邸的一週篇楓月誠作畫;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877 偶像達令別說晚安 小嶋ララ子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5891 肉感少女的幻想: Neneko性感寫真書 肉感少女Nenek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921 刺蝟男孩戀愛中 雛地尚作; K.T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945 憂鬱之朝 日高ショーコ著; K.T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5952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5976 就是遊戲人生! ユイザキカズヤ, 榎宮祐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5983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 高久尚子著; H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5990 介於灰色與藍色之間的曖昧 糸井のぞ作;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27 眺望著窗外的你 雲田はるこ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34 野薔薇般的戀情 雲田はるこ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41 偷心郎君: 夢回首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41 偷心郎君: 夢回首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65 MH*MH-美式獨佔 MORIKU墨里可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058 明日戀人 五0俊二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89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96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6102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6102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6119 有何不可 柯宥希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171 動物朋友歡迎來到傑帕力公園! 動物朋友企劃企劃.原案; fly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188 流汗吧!健身少女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漫畫;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6195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黑瀨浩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201 魔王大人,拿一下那個!! 春野友矢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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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1076225 傳說中勇者的結婚活動 中村尚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232 食人姬 武中英雄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6249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 渡航原作; 伊緒直道作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6256 你的名字 新海誠原作; 琴音蘭丸漫畫; SCALY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263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270 失控的記憶: 腦海中的畫面竟成為殺人的利器 潔西卡.沃爾曼作; 陳彥賓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159 新精品行銷時代 馬丁.維帝格(Martin C. Wittig)等著; 林淑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166 投資前一定要懂的8堂金融課 田渆直也著; 張鳳, 張務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19 和任何主管都合得來 王介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57 Z字點子爆發術: 創意不必天才,8步驟點子就來 凱斯.索耶(Keith Sawyer)著; 何小平, 李華芳, 呂慧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3888 發現我的天才: 打開34個天賦的禮物 馬克斯.巴金漢(Marcus Buckingham), 唐諾.克里夫頓(Donald O. Clifton)著; 蔡文英譯參版 平裝 1

9789869253895 董事長嬉遊記 陶傳正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283519 多益職場一本通: 不只考試好用,工作現場更實用!多益情報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26 關於長期照顧,三十、四十、五十歲最該關心的9件事商業週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3533 Google必修的圖表簡報術: Google總監首度公開絕活,教你做對圖表、說對話,所有人都聽你的!柯爾.諾瑟鮑姆.娜菲克(Cole Nussbaumer Knaflic)著; 徐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20 死前一定要知道的五件事 約翰.伊佐(John B. lzzo)著; 吳綺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51 思辨賽局 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 貝利.奈勒波夫(Barry J. Nalebuff)著; 董志強, 王爾山, 李文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2868 跑出全世界的人: NIKE創辦人菲爾.奈特夢想路上的勇氣與初心菲爾.奈特(Phil Knight)著; 鍾玉玨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04 VR大衝擊 新清士著; 林佑純, 劉亭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11 經營者養成筆記 柳井正作; 訊銷集團,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42 投資最重要的事 霍華.馬克斯(Howard Marks)著; 蘇鵬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59 只買4支股,年賺18% 施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697 怎樣賣東西給年輕人?: 新科技、新媒體、新語言,跟千禧世代消費大浪變成同一國!傑夫.弗朗(Jeff Fromm), 克莉絲蒂.嘉頓(Christie Garton)著; 劉朔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15 麥肯錫顧問教你從菜鳥變成問題解決高手 齋藤顯一, 竹內SATO子著; 米立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22 手上美術館. 1: 羅浮宮必看的100幅畫 金榮淑著; 黃筱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39 手上美術館. 2: 奧賽美術館必看的100幅畫 金榮淑著;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46 手上美術館. 3: 倫敦國家美術館必看的100幅畫金榮淑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3

送存冊數共計：185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9468053 手上美術館 金榮淑(김영숙)著; 黃筱筠, 簡郁璇, 陳郁昕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68060 一張圖看懂10為投資大師的致富之道: 大師投資法則不複雜,一張圖就能輕鬆懂!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77 樹,記得自己的童年: 一位女科學家勇敢追尋生命真理的故事荷普.潔倫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84 遊戲化實戰全書: 遊戲化大師教你把工作、教學、健身、行銷、產品設計……變遊戲,愈好玩就愈有吸引力!周郁凱著; 王鼎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091 FinTech跟我有什麼關係?: 16個核心觀念X40張簡明圖解,輕鬆看懂FinTech,快速了解FinTech怎麼讓生活更便利辻庸介, 瀧俊雄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05 落實常識就能帶人: 迪士尼企業提升夢幻績效的10種領導力李.科克雷爾(Lee Cockerell)著; 向名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12 一起來畫心智圖! 矢嶋美由希著; 程雨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29 二十一世紀工作論 萊恩.艾文(Ryan Avent)著;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36 極減力: 經營也要斷捨離,化繁為「減」才是好經營岩崎邦彥作; 劉亭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50 創業,先滿足自己的渴望!: 美國最大精釀啤酒推手的經營冒險題吉姆.庫克著; 戴至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67 我,不吃早餐!: 聽聽牛津臨床生化權威怎麼說,還原早餐的真相,反思飲食習慣與健康的關係泰倫斯.基利(Terence Kealey)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74 懂顧客心思的文案最好賣: 大師教你先懂人心、再賣東西的文案吸金術德魯.艾瑞克.惠特曼(Drew Eric Whitman)著; 焦曉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081 這樣學,成為天才: 5大階段、7種心態,練就終生受用的創造力學習技術趙炳鶴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07 心理醫師的傷心急救手冊: 自己消除情緒問題,找回安定感蓋.溫奇(Guy Winch)著; 洪慧芳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14 C2B逆商業時代: 一次搞懂新零售、新製造、新金融的33個創新實例盧希鵬, 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8909 志賀文学の方法: 同時代思潮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王嘉臨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8954 日本語の様々な姿を考える: 黄憲堂教授記念論文集馬耀輝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69043 台湾の大学における非日本語専攻初級学習者の学習ストラテジーの使用郭毓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050 橋本左内漢詩基礎研究. 二: 従安政二年十月到安政五年十二月前川正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067 戦国時代加賀国白山麓寺社.武士.村々の動向 永井隆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760 科技經濟革命崛起 謝鎮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3791 好可怕呀,師父! 梁德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2608 幫孩子找到夢想的翅膀: 體驗山城偏鄉的美感教育林宣孜等作; 張輝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15 四分之一革命: 切.格瓦拉與台灣阿宅的革命 是豬.必有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22 靈魂深處. I: 芙洛菈 Lisa. Z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39 天啟. I: 末世訊號 江宗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46 小婦人日記 萬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53 仰望 梁明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2660 基本電路分析技巧 朱堃誠著 平裝 1

9789869482677 湯瑪士寓言: 遊隼教子 班傑明.湯瑪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84 反什麼課綱啦! 陳君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691 天使守護的城市 紀羽綾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804 教育與領導理論: 傳統與創新 楊慶麟作 平裝 1

9789869527811 靈魂深處. II: 誰的誰 Lisa. Z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828 幽靈 夏洛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835 靈魂的第七項修煉: 推開靈魂覺性的覓竟之門 聖塔達瑪(Sat Dhar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842 海運風起: 故事的義理探詮 王櫻芬著 平裝 1

9789869527866 追念親愛的丈夫-陳世熙 陳尹世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873 奮鬥 宋明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685 金魚不哭 冬先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8692 妳挑逗,我失控 希澄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12404 妳挑逗,我失控 希澄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12411 星際萌寵飼養準則 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636 黑白猜不猜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城邦印書館



9789869470643 愚人的青春 七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50 無盡之境. 2, 追尋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67 香草之吻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70674 聽雨的告白 莯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81 薄霧後的月亮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698 香草之吻 琉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29907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 6, 這回勇者不鬥惡龍,只砸門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9610 神奇的四季胎教法: 生命的圓滿要贏在起跑點 江文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210 多采多姿的花朵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27 雞的家族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34 我愛動物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41 多彩多姿的花朵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58 我愛動物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65 Teacher Manual for Chicken's Family Edacating with Love Foundation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72 雞的家族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89 Teacher Manual for I Love Animals Edacating with Love Foundation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85296 Teacher Manual for Colorful Flowers Educating with Love Foundation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54971 智慧.建築@台灣: 台灣的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 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智慧建築專案團隊, 陳嘉懿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4995 工程流體力學 朱佳仁作 三版 其他 1

9789576555008 壽命驗証與評估: 加速試驗技術之應用 柯煇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015 JSSI隔震施工規範 社團法人日本免震構造協會編著; 陳禧耘, 汪向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022 採購管理技術實務 陳勝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022 採購管理技術實務 陳勝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039 ETABSN與建築結構設計 李森柟, 聯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555046 工程水文學 吳瑞賢作 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6555053 日本砂防行政管理 岡本正男著; 陳樹群, 王文能, 吳亭燁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077 橋梁水力災害學 林呈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145 橋梁檢測基本理論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非破壞檢測委員會編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169 環境污染與公害鑑定 孫岩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6555176 遊大河聽故事 張炎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190 山坡地排水與滯洪設計 余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555206 房屋結構鋼筋施工綱要與品管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213 鋼構造梁柱抗彎接合設計手冊與參考圖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220 天弓: 我們向世界之最挑戰 陳傳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244 臺灣地質旅遊 黃鑑水, 余炳盛, 曹恕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555251 ROBO-ONE競技大會用二足機器人的設計與製作日本ROBO-ONE委員會著; 張振燦, 張君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275 環境流體力學 朱佳仁作 二版 精裝 1

9789576555282 工程事件之鑑識預防與法務 陳純森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299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耐震補強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05 鋼造建築耐震設計技術手冊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12 鋼造橋樑設計技術手冊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29 金屬切削原理 趙芝眉, 湯銘權, 蔡在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36 金屬切削刀具 艾興, 薛秉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43 風工程理論與應用 中華民國風工程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50 進階深開挖工程分析與設計 歐章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367 涓涓細流 終成大何: 紀念何智武恩師 陳樹群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55374 鋼骨鋼筋混凝土工程實務 陳純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55381 魔山 湯瑪斯.曼(Thomas Mann)作; 楊武能等譯; 鍾英彥導讀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科技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柏克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柏克萊雲端科技



9789576555398 魔山 湯瑪斯.曼(Thomas Mann)作; 楊武能等譯; 鍾英彥導讀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1104 露營趣!大學生露營食譜口袋名單 施順生等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1532 南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7年 陳立詮, 蔡秉軒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414 澀水人ㄟ故事 林豐賓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8636 脾氣沒了,福氣來了. 林慶昭著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199 完美衛浴改造超入門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208 最強裝修一流工法: 設計師必學，圖面到工地之間最詳細的指導書林良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215 姐的缺點很自信: 保留缺點，妳才會更有吸引力瀧澤充子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131 我的躲貓貓 My little Dreamer作; 陳欣愉等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645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50652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50669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087452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87469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87476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87483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087490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50607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50614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50621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50638 寫給孩子的世界歷史故事 孫叔叔作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63744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1, 上古-秦末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751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2, 楚漢-東漢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768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3, 東漢末-魏晉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775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4, 南北朝-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782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5, 初唐-盛唐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3799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6, 中唐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800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7, 晚唐-五代十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817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8, 北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824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9, 北宋-南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831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10, 南宋-元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848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11, 明朝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英杰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門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澀水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2

英圻數碼



9789869468855 寫給孩子的中國歷史. 12, 清-民國 南門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155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83162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83179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68862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8879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8886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68893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83100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83117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83124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83131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83148 寫給孩子的臺灣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8319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蒙古野馬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07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愛熱鬧又活潑的小鳥-麻雀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14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最勤勞的小昆蟲-螞蟻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21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尋找紫蝶幽谷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38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船的故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45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優雅的大鳥-天鵝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52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撼動的大地-地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69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戰力高強的螳螂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76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熱帶雨林生態之旅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8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海洋中的生物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090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美麗臺灣專刊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06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美國黃石國家公園巡禮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1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珊瑚礁世界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20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深海潛將-抹香鯨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37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探索太陽系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44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能幹的好助手-電腦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51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城中高速公路-捷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68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非洲動物王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75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住在池塘裡的生物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82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自來水怎麼送到家裡來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199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荒野大嚎客-狼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05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地圖會說話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12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地球上的水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29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吃火鍋的熱體驗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36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昆蟲界裡的音樂家-蟬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4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到植物園走一走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50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身手矯捷的蝦霸王-小龍蝦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67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天空中的霸主-鵰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74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不畏嚴寒的北極圈動物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81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千變萬化的玻璃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298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甲蟲的王者-鍬形蟲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304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生活中紙的學問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311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可愛又可惡的小傢伙-老鼠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328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火車博覽會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335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方便的代步工具-汽車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0342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雨後慢步的蝸牛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305 亮眼臺東: 山崎亮聊社區設計 津和堂城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撰文.攝影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207 後堆內埔古墓田野踏查 曾喜城, 林敏如, 羅秋珍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72

津和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31992 就是愛上課: 藝術與人文.創意教學72變 廖俊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3005 復活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吳妍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12 少年陰陽師. 肆拾捌, 真情之守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29 理想國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36 私人恩怨 李查德作;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43 人生啊,真的是沒想到 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50 無知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尉遲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3067 奔跑吧!復仇少女 渡邊優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74 階梯之城. II, 聖劍之城 羅柏.傑克森.班奈特(Robert Jackson Bennett)著; 劉曉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81 墜落之前 諾亞.霍利(Noah Hawlay)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098 愛寫 劉梓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04 吳姐姐講聖經故事. 4, 流奶與蜜之地 吳涵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11 白金數據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28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J. K.羅琳作; 林靜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3135 穿越歷史的魁地奇 J. K.羅琳作; 雷藍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3142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J. K.羅琳作; 雷藍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333159 召喚師. Ⅱ, 地下審判 塔蘭.馬薩魯(TARAN MATHARU)著,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66 網內人 陳浩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73 虛像的丑角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80 人浮於愛 侯文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197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一部, 士兵的女兒. 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03 紅皇后. III, 籠中鳥 維多利亞.愛芙雅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10 超可愛!插畫麵包 Ran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23372 黑塔. 1, 最後的槍客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馮瓊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626 五七炮對屏風馬短局殺 黃杰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633 圍棋入門 胡懋林, 馬自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640 象棋入門 朱寶位原著; 倪承源修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657 刮痧排毒絕招 王穎, 白增華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664 拔罐散寒絕招 王穎, 劉玉麗, 荊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671 五六炮對屏風馬短局殺 黃杰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688 五八炮對屏風馬短局殺 黃杰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153 安琪老師的24堂課(I-IV套書) 程安琪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359177 學做異國料理的第一本書: 日式.韓式.泰式.義式.中東.西班牙.西餐,一次學會七大主題料理李香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184 和菓子: 職人親授,60種日本歲時甜點 渡部弘樹, 傅君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191 泰國菜: 從海鮮、肉類、蔬食到甜點,名廚教你做65道酸甜香辣的泰國美食段生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08 65°C湯種麵包 陳郁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805 愛在東京浪漫時: 胚比與彈寶的幸福散策 張立恆, 葉清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飛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茄苳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食為天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信義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9789869496506 六十回憶: 韓石泉醫師自傳(台語版) 韓石泉原著; 韓良俊編註; 黃元興台語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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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407274 拜託吧!妖怪(教師手冊) 謝燕芳, 許博懷編撰;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07281 神奇呼喚術(教師手冊) 謝燕芳, 許博懷編撰;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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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624 天馬行空 Hu Yu[作] 1st ed. 精裝 1

9789869206631 Stone Of Youth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281 人生是過堂 妙凡法師文 平裝 1

9789869311298 人間佛教翻轉生命的故事 滿穆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505 金剛經的理論與修行法門 慧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319 白話故事油畫集 胡迪化, 胡娜作; James Hu譯 精裝 1

9789868888326 胡娜油畫集 胡娜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833 South China Sea Lawfare: Post-Arbitration Policy Op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Fu-Kuo Liu, Keyuan Zou, Shicun Wu, Jonathan Spangler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640 狗年運程 .2018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9187657 洪正忠狗年運程皇家運民曆 .2018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9187664 專業用萬年曆 洪正忠, 洪晨皓作 2版 平裝 1

9789869187671 如何撰取佳名 洪正忠, 洪晨皓作 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534 泥鰍講古 劉福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107 哇嗚,便便出來了! 梁載洪作; 崔浚圭繪; 林慧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9121 跟著醫師養孩子: 醫藥記者育兒經驗、採訪心得不藏私大公開吳霈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138 古里古拉遇險記 倪雪作; 劉彤渲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853 因信稱義: 羅馬書證道集 謝順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66860 約伯記剖析 林桂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6877 士師記講義 邱義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苗縣萬善祠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海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胡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0

飛柏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294 爸爸,真好玩! 露比.布朗作; 提娜.麥克諾頓繪;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085 尋夢遊記. 二 焦大衛作 平裝 1

9789869289092 移民美國稅務 楊心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702 海外中國文物收藏與考證(簡體字版) 楊厚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497 台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 2017年 岳宗瑩, 陳品嘉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778 歐瓷珍藏: 十九世紀歐洲皇室的藝術氛圍 朱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41 Arduino物聯網技術與實作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158 物聯網實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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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91357 致理科技大學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曾麗玉等編著; 張清文主編 平裝 1

9789869191357 致理科技大學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曾麗玉等編著; 張清文主編 平裝 1

9789869191357 致理科技大學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曾麗玉等編著; 張清文主編 平裝 1

9789869191371 致理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實務成果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致理科技大學人事室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364 商務科技與管理研討會智慧生活與創新服務暨大數據應用實務論文集. 2017第十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388 商務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7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856 (新譯)林芙美子的愛情剖面: 收錄等幾個純真又世故的青春戀歌林芙美子著;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863 海賊王的信賴力: 草帽小子魯夫贏得夥伴衷心信賴的絕招安田雪著; 鍾淑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870 堀辰雄的孤獨日常: 收錄、現代人的心靈對話紀錄堀辰雄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894 五十音原來如此簡單! 筒井直子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3141 醫學文獻導讀: 實證臨床實務精要 Gordon Guyatt等作; 臺灣實證醫學學會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413202 微破壞: 梅約設計思考法的轉型式創新 尼可拉斯.拉魯索(Nicholas LaRusso), 芭芭拉.斯珀里爾(Barbara Spurrier), 吉安里科.法魯吉亞(Gianrico Farrugia)著; 臺大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商務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理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致理科大商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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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茉莉出版



9789863413561 運動生理學: 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 Scott K. Powers, Edward T. Howley原著; 林正常等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622 優勢工作哲學: 用47個小原則創造大改變 服部周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620 臺灣旅行記 邱文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637 觀光日記 吳德功原著; 黃智育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644 臺灣風景明信片 黃育智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651 臺風雜記 佐倉孫三原著; 黃育智編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588 遊戲時代的新邦樂: 東方Project樂曲與音樂理論之考察. II, 和聲篇白鷺雪著; 東方譯務組譯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78 青蔥裏的餘: 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畢業展. 第11屆李芷涵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08 NHUALD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第十二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4837 從0開始: 跨境電商實訓教程 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原著; 蔡淵輝等編修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844 解析管理學 練惠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851 解析消費者行為 謝明慧, 吳淑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868 人單合一管理學: 海爾轉型深度解型 王欽原著; 陳厚銘審閱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882 領隊與導遊實務. 2018: 重點整理、試題解析、考照攻略蔡進祥等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74899 聖誕派對: 寫給親子的國際禮儀 朱玉鳳著; 王天享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74905 探索數位制度 任立中等合著; 佘日新主筆 精裝 1

9789865774912 解析國際貿易實務 劉正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400 岔路上的羊: 認識列子 謝武彰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17 海大魚: 認識戰國策 謝武彰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24 七月七晒肚皮: 認識世說新語 謝武彰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31 白色的騾子: 認識呂氏春秋 謝武彰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48 屠龍術: 認識莊子 謝武彰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55 肥豬上的蝨子: 認識韓非子 謝武彰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62 憤怒的河豚: 認識東坡全集 謝武彰作;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479 九頭鳥: 認識郁離子 謝武彰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4182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4199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4205 權錢對決 姜遠方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4441 魯迅經典之徬徨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502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4519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3524526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城堡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建景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恆萃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9789863524533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524540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524557 魯迅作品精選. 3, 朝花夕拾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649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4656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663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4670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4687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4694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4694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4700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4717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4786 衛斯理傳奇之活俑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793 弘一大師的心靈世界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809 哈佛最經典的12堂EQ課 尚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816 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 武之璋著 平裝 1

9789863524823 明朝那些怪事兒 關雲著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524830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沒機會做了 韓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847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4854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861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4878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4885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4892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922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4939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4908 女人,你要優雅一生 韋甜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915 心雲投影: 星雲大師傾談人生修行 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004 京華煙雲 林語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5011 京華煙雲 林語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5028 悅享極簡生活: 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韋甜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035 只有衝出來的精彩,沒有等出來的輝煌 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042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5059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5080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62 Super Life Secret Codes Ted Sun[作] 2nd ed. 平裝 1

9789869311779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作 二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9311786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作 二版 平裝 第4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359 Meet the New National Palace Museum(韓文版) 林美珠總編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340366 新故宮との出会い 林美珠編著; 小栗山雪枝, 遠藤寿美子翻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920 兒童財商習作 游翰霖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92937 兒童財商習作 游翰霖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092944 兒童財商習作 游翰霖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092951 兒童財商習作 游翰霖作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保富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42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9789869310888 藥師佛儀軌: 《琉璃水流》注解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開示; 堪布羅卓丹傑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444 山之戀 王彩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339 費米推定筆記 吉田雅裕著; 王維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346 偉大的華格納: 神話、詩文、樂譜、舞台: 2013年臺北華格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羅基敏, 梅樂亙(Jürgen, Maehd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8353 越古老越美好: 原來,寬容的目的不只是放下 許汝紘編輯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013 費米解題推斷: 職場即戰場,職涯必備的問題解決力,就讓圖像思考幫助你!吉田雅裕, 木本篤茂著; 張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020 越古老越美好: 原來,廉潔是種拒絕的藝術 許汝紘暨編輯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849 馬丁.路德: 一位改變世界的修士 約翰尼斯.紹爾 (Johannes Saurer), 烏莉克.阿爾伯斯(Ulrike Albers)作;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2856 忙的話,先靜下來!: 用本篤靈修療癒失衡的現代生活古倫神父(Anselm Grün)作; 鄭玉英, 范瑞薇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934 南排灣族語言文化辭彙寶典 楊新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996 日語專業實習手冊範本 張世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909 N3日語閱讀練習 顏甄, 張世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916 UbD博雅課程單元設計 郭世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923 次斷層: 藝術創作研究集. 一 張慶仁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300 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論文集. 2017 何啟銘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887 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 2017蔡淑惠, 許樺珺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049887 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 2017蔡淑惠, 許樺珺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317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105學年度: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薛清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9789865627317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105學年度: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薛清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287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其他 -1

9789865627287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其他 2

9789865627287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309 建築及都市系統工程論 何友鋒, 王小璘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豪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榮科大生活應用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8112 蔣經國傳: 江南版 江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018129 高俊明回憶錄 高俊明口述; 杜英助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136 刺蔣.鎮山: 一位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行動與見聞 張欽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018143 天猶未光: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 陳儀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150 路loo 王順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167 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 黃秀華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018181 笨湖精彩一生: 本土原味,台灣心聲 卜大中等作; 金恆煒, 彭文正, 曹長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198 從西港到耶路撒冷: 黃金田牧道及以色列紀行 王世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04 川普對決習近平: 台灣的機會 陳破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11 罵讚台灣人與事 曹長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28 酒蜜100 韓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35 月光: 陳胤台語詩集 陳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406 泛述古寧頭之戰 胡璉作 平裝 1

9789869505413 金門憶舊 胡璉作 平裝 1

9789869505420 出使越南記 胡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578 嗷嗚!嗷嗚! 抹布大王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85 盒子 付嬈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592 圓仔的生日禮物 王金選文.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5615 植物的旅行 洪志明文; 鐘易真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5622 大聲公 劉玉玲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5639 雪兔的孩子 范先慧文; 周一清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5646 幸福的小豬 林鍾隆文; 邱千容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5653 山中的悄悄話 林鍾隆文; 劉伯樂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5660 全都睡了100年 林小杯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677 音樂可以這樣玩: 幼兒音樂創意教學 蘇珊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1615677 音樂可以這樣玩: 幼兒音樂創意教學 蘇珊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6338 國際政經保險藍海: 有錢人都關心的事 蘇宏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345 深度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張玉旻 黃鈴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352 高端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李雨郿 鄭雪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435 歷年大學入試國文閱讀測驗試題暨詳解 陳鐵君, 陳文之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442 全方位英文閱讀測驗 張勝溢編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3459 大學入試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暨詳解. 國文考科陳鐵君, 陳文之編著 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2243466 資優物理挑戰100題. 電磁學篇 張鎮麟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473 資優物理挑戰100題. 力學篇 張鎮麟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480 資優數學挑戰100題. 幾何篇 朱正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497 資優數學挑戰100題. 代數篇 朱正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03 資優數學挑戰100題. 綜合篇 朱正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建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籌備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誼基金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9789867885913 我們為何成為貓奴?: 這群食肉動物不僅佔領沙發,更要接管世界艾比蓋爾.塔克(Abigail Tucker)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913 我們為何成為貓奴?: 這群食肉動物不僅佔領沙發,更要接管世界艾比蓋爾.塔克(Abigail Tucker)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920 章魚,心智,演化: 探尋大海及意識的起源 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著; 王惟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924 濟良所: 1901年上海雛妓首創中國古董娃娃品牌梁庭嘉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812 藥師經的濟世觀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67 禪、風水及其他 劉雨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74 如何修證佛法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81 我的故事我的詩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898 懷師之師: 袁公煥仙先生誕辰百卅週年紀念 劉雨虹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106 大地行吟: 山海畫情 顏聖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520 南鯤鯓代天府之古蹟與王爺進香 黃文博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881 太平山情事 李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911 阿里山迷霧精靈 鄭宗弦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4081 醉玲瓏 十四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098 醉玲瓏 十四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4005 異世的普拉瑪 貓邏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4067 蝴蝶花園 朵特.哈奇森(Dot Hutchison)著; 陳思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074 教堂尖塔 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111 陛下請淡定 酒小七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4128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4159 Sous Vide!舒肥機中西式料理: 45道低溫真空烹調食譜金基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166 渡鴉之城: 沉睡之王 梅姬.史蒂芙薇特(Maggie Stiefvater)著; 曾倚華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173 死而復生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180 奧格拉斯之槍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197 <>官方地圖集 喬治.R. R.馬丁(George R. R. Martin)作; 喬納森.羅伯茲(Jonathan Roberts)繪圖初版 0 全套 1

9789863614203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14210 因為愛,我們呼吸 莉莎.潔諾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234 THE REAL AWAKENING世界覺醒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14241 惡魔調教Project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4258 一起成為更好的大人: 從分手到租屋、開會到修廁所,成熟大人的行為指南凱莉.威廉斯.布朗(Kelly Williams Brown)著; 馮郁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265 卡瓦納X京都自由自在 卡瓦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272 你是來帶人,不是幫部屬做事: 少給建議,問對問題,運用教練式領導打造高績效團隊麥可.邦吉.史戴尼爾(Michael Bungay Stanier)著; 林宜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289 誰是妳姊妹 露易絲.詹森(Louise Jensen)著; 何佳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296 九州.海上牧雲記 今何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302 你的努力就差一點堅持 小川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319 絕境之戰: 叛變 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 尼爾斯.詹森薛爾頓(Nils Johnson-Shelton)著; 蔣慶慧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鯤鯓代天府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四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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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科學家的書僮



9789863614326 大龍門客棧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333 人生苦短,把日子過好最重要 何權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340 差異: 為什麼別人賺得比你多100倍?比六標準差更精準的STAR原則,讓工作與人生比還好更好舒伯.喬賀瑞(Subir Chowdhury)著; 黃奕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357 傑剋比超自然偵探事務所 威廉.瑞特(William Ritter)著; 陳思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364 探問禁止!主唱大人祕密兼差中 尉遲小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371 今宵異譚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388 死而復生 YY的劣跡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4395 殭屍先生的愛100%純天然不含防腐劑喔!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4401 殭屍先生的愛100%純天然不含防腐劑喔! 胡椒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4418 慢慢來也沒關係: 更有魅力,更有效率的優雅人生哲學Meiy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425 結愛: 異客逢歡 施定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4432 結愛: 異客逢歡 施定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4449 1000萬人都說有效的糖質戒斷法: 不需食譜、不用意志力,從根本斷開你對糖的渴望艾倫.卡爾(Allen Carr)著; 馮郁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456 矽谷潑猴: 直擊臉書、谷歌、推特的瘋狂內幕,及他們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安東尼奧.葛西亞.馬汀尼茲(Antonio García Martínez)著; 曾倚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463 我不過低配的人生 霧滿攔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470 九州.斛珠夫人 蕭如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494 大龍門客棧 星野櫻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804 越讀者 郝明義著; 張妙如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6841873 成吉思汗原鄉紀遊: 走進蒙古高原帝王州 陳萬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880 剛好就能多活10年: 瑞典醫生傳授的北歐養生指南伯蒂爾.馬克倫德(Bertil Marklund)著; 郭騰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897 普格碼島的法師: 歡樂自學寫程式 唐宗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8214 管理學概論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2

9789574198412 消費者行為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198412 消費者行為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04325 企業概論 林建煌著 三版 平裝 2

9789574311521 策略管理 林建煌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39 超越概念: 陳建發水墨畫創作集 潘奕丞執行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6929 挪用.變異: 經典圖像的再詮釋水墨畫創作研究 陳建發著 平裝 1

9789574346936 陳建發水墨畫創作集. 三 陳建發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795 綠白山莊: 風起雲湧 狗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6664 現代金融市場 黃昱程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4321940 國際金融: 市場、理論與實務 黃昱程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27027 現代金融市場 黃昱程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344932 國際金融: 市場、理論與實務 黃昱程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75 北美藝術家邀請展. 2017: 躍進 劉長富策展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劉長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昱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林建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陳建發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0

網路與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228 遊子吟: 梁丹丰圖文集 梁丹丰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26 流光繪影 范如菀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46 莫忘初衷 水彩之妙: 林宏山寫生專輯 林宏山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136 澄懷暢神: 張美淑水墨作品集 張美淑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22 拾光。機器: 林洪錢創作集 林洪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622 拾光。機器: 林洪錢創作集 林洪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48 逐光追影: 蕭璽畫集: 花語系列. 二 蕭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0461 投資學: 基本原理與實務 謝劍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194216 財務報表分析 謝劍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05483 財務管理: 新觀念與本土化 謝劍平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06145 財務管理原理 謝劍平著 增修四版 平裝 1

9789574310180 國際財務管理: 跨國企業之價值創造 謝劍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14843 投資學: 基本原理與實務 謝劍平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315550 財務管理原著 謝劍平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17110 現代投資學: 分析與管理 謝劍平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25054 財務報表分析 謝劍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4330263 衍生性金融商品 謝劍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0379 財報分析概要 謝劍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6906 財務管理原理 謝劍平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4338580 現代投資學: 分析與管理 謝劍平著 增修六版 平裝 1

9789574342402 國際財務管理: 跨國企業之價值創造 謝劍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346035 衍生性金融商品 謝劍平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92 魯.達詩尼瑪隨想曲 魯-達詩尼瑪(L. Dashnyam)著; 查汗巴特爾-德格木(Tsagaanbaatar Degimu)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17 慶祝臺大畢業行醫50年: 十年亞東 郭英雄著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方耀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劍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美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洪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如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宏山

送存冊數共計：1

梁丹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88 中國企業顧客關係管理案例集 李進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895 中國企業品牌管理案例集 李進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042 浮光靜影: 張明祺70水彩創作集. 2017 張明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980 拾憶隨筆: 走過我所要的人生 洪檸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689 楊文標才能教育指導曲集. I 楊文標作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16 夢,異夢: 古與今,東與西-衪與我們同行 李秀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809 身活筆記. 四 黎時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5984 祖先 黎時國, 陳玉琴合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45991 祖先 黎時國, 陳玉琴合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41 台灣淪亡錄 劉道義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07 靜觀: 柳炎辰字得其樂系列 柳坤發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343 高屏六堆客家采風錄. 二 張添雄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57600 五天6頁 張愛芬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32 台灣師大校友書畫集 鄭翼翔等著 平裝 1

9789574348732 台灣師大校友書畫集 鄭翼翔等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陶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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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添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愛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劉道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柳坤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秀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時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文標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進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明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40 中醫概論 黃成義編輯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529 觀音法門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5472 三乘見道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6141 無我的智慧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570 國中數學的第二春: 用fu學習(教師版) 葉亞寧彙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47438 國中數學的第二春: 用fu學習. 第1冊(學生版) 葉亞寧彙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8896 妻子的情人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88918 初夜,戀人未滿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1307 初吻,青澀甜蜜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4148 初夜,藍色誘惑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7712 心動,溫柔的疼痛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99457 相思,折磨的靈魂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19619 心跳,燃燒的擁抱 藍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329 羊咩咩學拼音 廖惠蓮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28 墓仔埔的大人物 陳甫鼎, 陳沛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95 山靜秋聲晚: 林靜秋詩文紀念集 林靜秋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15 凡妮莎的微笑: 我的信仰地圖 劉慧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17 客家文化承傳 陳元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50 曹姓比20年前更好 驕傲 曹秉謙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曹秉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龍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慧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菊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甫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淑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玫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廖惠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葉亞寧

黃成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885 佛大經管102 呂龍潭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6068 鄭祐琮柴山油畫寫生集. 2004-2010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1948 鄭祐琮釉色彩瓷畫集: 黃山系列. 2017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58 復健期燒傷護理處置 羅淑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6639 遇見陽光 看見希望: 燒傷者生活照護電子書(專業版)羅淑芬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73 螻蟻人生 鄭伯翔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607 讓光叫醒我 林祐竹圖.文; 李靜宜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912 讓心情展翅飛翔 陳麗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4622 知與夢 鄭羽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95 珍妮佛說書紅樓夢vs占星漫談 珍妮佛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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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2013 樂活青春.悅讀無涯: 中國語文表達 高瑞惠, 陳薏如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784 領隊證照考試重點總複習. 一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6791 導遊證照考試重點總複習. 一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004 領隊證照考試重點總複習. 二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011 導遊證照考試重點總複習. 二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62 那個年代 袁世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党象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高樑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袁世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珍妮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瑞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麗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羽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伯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祐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祐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羅淑芬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77 狗狗的悲歡歲月 党象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59 SINGULARITY 宇宙根元 + 心智 + AI的串鏈 王罡卜 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71 迷漾的寶石珊瑚 簡宏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75 鎢鋼大王廖萬隆: 台灣經驗 照亮兩岸 名揚世界廖萬隆口述; 廖萬安作 平裝 1

9789574347575 鎢鋼大王廖萬隆: 台灣經驗 照亮兩岸 名揚世界廖萬隆口述; 廖萬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137 運動自然科學: 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 96-105年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45144 體育行政與管理: 高考及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 96~105年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45151 體育原理: 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 96-105年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45168 世界體育史: 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 96~105年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45175 運動社會學: 高考地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 96~105年必勝編輯小組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659 精彩106 高寶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71 愛情,午夜場 樓雨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12 油菜花的春天. 第二集 吳如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10 書寫金門 王先正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65 複製時刻: 周思葶畫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77 Carefree namitaro: 林博逸畫集 林博逸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英姿(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昌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先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思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樓雨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如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羅常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寶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宏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萬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雲龍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90 四分之一個農夫 葉昌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23 冬日暖陽: 將佛法擁入生命 法觀法師著 三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68 智藝課本 [周徐慶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466 我的詩我的文我這個人 林清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63 河洛語音字漫談 台語按例寫(羅馬拼音對照) 陳振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93 Approximate A Slice of π Essay Cres Huang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267 呵呵一動詩畫集 謝里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38 吉祥經講記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406 經行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772 放生護生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18 學生實務專題之教學與成效: 以改良式RD System教學法運用於跨領域實務專題團隊楊維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018 學生實務專題之教學與成效: 以改良式RD System教學法運用於跨領域實務專題團隊楊維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292 KPI的能為與不能為(簡體字版) 楊晴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926 薪酬福利的規劃、設計、分析與管理(簡體字版)楊晴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933 職能與人力資源(簡體字版) 楊晴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8009 時事與家事 謝文雄編著; 蔡沂真, 謝佳哲, 謝昀蓉插畫 平裝 1

9789574338009 時事與家事 謝文雄編著; 蔡沂真, 謝佳哲, 謝昀蓉插畫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晴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謝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堂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楊維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里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清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振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行靜居法觀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徐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09 台鐵全車輛: 柴油機車.柴油客車 洪致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73 范氏族譜: 高平歷代祖譜永遠流傳俵. 一 平裝 1

9789574347605 范氏族譜: 高平歷代祖譜永遠流傳俵. 二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47 人生惆悵知多少: 火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06 故事捕捉人與星星耳語 卓引祈, 卓引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18 商籟奇蹟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91 經濟刑法: 全球化的犯罪抗制 馬躍中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389 遇見大武山: 簡天佑水彩畫集. 2017 簡天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968 國字好好寫 余富美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36968 國字好好寫 余富美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07 楣神與福 決明2.0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974 凝情化境 許忠文油畫作品集 許忠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120 國王小雞 Bea Hsieh, May Chang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5434 Kidd, the little king Bea Hsieh, Zihyan Huang[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碧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朝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忠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天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富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振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躍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志錠

洪致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范福堂



9789574344352 靜觀瓷變: 許朝宗窯變臺灣四0年 許朝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42 域影咖啡館 西瓜精圖.文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45366 域影咖啡館 西瓜精圖.文 平裝 下冊 1

9789574345359 域影咖啡館 西瓜精圖.文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86 熱血青年從軍去: 金門一般榮民的故事 寒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96 美容 流行 英語 徐竹芹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48398 美容流行英語 徐竹芹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68 校長故事: 中小學校長道德發展及其品德校園營造之探究李琪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71 基礎統計學: 統計的應用 徐晉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0200 基礎統計學: 統計的觀念與應用 徐晉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70 Lexicon of xiangqi (Chinese chess) terms in English Jim Png Hau Cheng[作] 平裝 1

9789574348497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secret in the tangerine. volume 4Jim Png Hau Cheng[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81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篆體墨跡心經 釋常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313 六祖法寶壇經無相頌 篆體墨跡無相頌 釋常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8573 佛說八大人覺經 篆體墨跡八大人覺經 釋常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21 練字趣. 硬筆書法楷書篇. 二 李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22 詩篇抄寫本. 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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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38665 Heads up, Taiwan Bill Quinn[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曉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William Keith Quin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釋常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李盛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晉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竹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琪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庭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寒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15 繪畫理論: 從人腦判讀談起 張舜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945 陳氏南朝源流派(天下第一家:江州義門陳、天下第一庄:汀州義門陳)之平和縣蘆溪分族第十五世第六房和立公(思創)派下遷臺族譜陳石墩編修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01 他從天空來. 2, 重返地球 毓翎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07 綠色貓咪煮大餐 by Alice and Lily Cheng 1st.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60 美國專利申請實務 袁仁捷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832 吟月不孤: 詩散文自傳合輯 陳佳宏作 平裝 1

9789574348077 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 陳佳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18 職場與法律 鄭津津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823 單車心「輪」禮(上) 張顯洋博士 其他 1

9789574346189 單車心「輪」禮(下) 張顯洋 其他 1

9789574347339 醫學資訊管理師/分析師證照考題分析與彙編 張顯洋博士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624 易經憨厚學 林東陽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346 溜冰大冒險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James Hugh Gough; 朱浩一翻譯.改寫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92 節序帖: 龔煜珊創作集 龔煜珊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盈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靜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東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James Hugh G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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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顯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袁仁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佳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毓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lice and Lily Cheng

張舜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石墩



9789574345496 情寄彩滙: 吳靜蘭水彩畫集 吳靜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89 藍清輝80選集 藍清輝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907 國軍在臺音樂史 周世文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4192 我國近代軍中軍樂史 周世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485 初級會計數位教學論述 鄭孟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3492 磨課師課程實務成果報告 鄭孟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39 Music producaion essentials Author by Nan Jerr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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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5656 曼陀鈴歌謠二重奏 黃舒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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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3829 陳美莉水墨畫集. 一 陳美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67 大娛樂家 馮興怡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17 聖經恢復本註解辨正: 四福音書 孫恩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154 女人四十.感性與沈思 寶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22 愛之緣: 娑婆世界的旅程: 湯少藩回憶錄 湯少藩, 陳美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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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恩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馮興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金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舒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孟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Nan Jerry Smith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清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世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39 鄭善禧的彩墨視界 鄭善禧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46 在大地之中: 蔡式媚畫集. 五 蔡式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91 參與式個案教學法融入企業管理領域課程 曾光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84 農業培養工業時代尖兵洋菇的故事 何銘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45 Fisher flying products tiger moth R-80 flight handbookAuthor Dave Hertner; Editor Charles Siong Ek W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90 趣學字母 馬慈璠編輯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437 跟著Sunny睡沙發: 30歲女孩留職停薪以沙發為家環遊世界陳怡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444 凝燄 愛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88 漫步遊蹤: 林文珍油畫作品集 林文珍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505 盡忠報國 池蘭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635 武術練習裝置專利技術報告 陳鴻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628 黃英添彩墨畫集. 二 黃英添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英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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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貞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鴻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慈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怡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銘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尚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式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光榮

鄭愷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666 加拉太書: 亞伯拉罕的福音、保羅的福音、我們的福音盧穎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27 寫.作.場域: 書藝實驗 清水峰子等作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26 甲骨文書法藝術創作專書 徐麗娟, 邱貝軒, 劉錫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71 小朋友.老朋友: 鍾麗萍作品集 鍾麗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871 小朋友.老朋友: 鍾麗萍作品集 鍾麗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864 詩歌療癒繪本: 不要再睡 周尉華詞曲.文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315 我是金錢吸鐵: 財神總統暢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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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4949 印尼語簡單入門 鄧克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94 我是illustrator設計高手X行銷好手 何若齊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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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5052 和平星球: 創造真善美心靈能量 吳明靜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69 我們一起走過的歷史舞台: 姚德雄設計師回憶錄姚德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113 青苔 蔡淳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182 體適能規劃與指導人才培育 戴麗淑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麗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德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妃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若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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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曉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麗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兆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邱貝軒

盧穎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35 骨折的臨床分類 楊榮森, 曾子豪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250 聖潔之殤 四方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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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5298 翻轉易經 張兆文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87 致命委託 暮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8619 午夜一點,我的打工任務開始了 暮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564 八十回顧 孫光鑑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670 早起的鳥兒有伴玩 石奇芬圖.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17 陳輔弼六六書藝展 陳輔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00 享受學習 學習享受Learning Plus: 學習為人師,享受當老師呂錦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5700 享受學習 學習享受Learning Plus: 學習為人師,享受當老師呂錦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24 畫說景觀 吳明雲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60 樸實最美: <>天命信仰(簡體字版) 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861 玉山圓栢: 台灣高山柏世界自然奇珍 王聰賢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惠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耿大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聰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錦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明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奇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輔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造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孫冠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方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兆文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素蓉



9789574345892 如是.如是: 施惠吟陶塑創作 施惠吟, 江宜真攝影.設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08 神靈活現展新城 吳錦惠, 魏祉璿總企劃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77 美美的風景 趙美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059 幸福娃娃.甜蜜勾 無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080 泥好嗎 李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27 余清池詩書畫集 余清池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65 產官學攜手共創知識分享新境界: 以提升學生實務學習成效為依歸陳婉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72 二0 一七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白話文註解 洪世紘註解 平裝 1

9789574346172 二0 一七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白話文註解 洪世紘註解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02 另一種語言 蔡繼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19 意色世界: 曾盈齊當代墨彩集 曾盈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96 房產小百科 賣厝阿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26 建構醫學術語資料庫使用手冊 張玠著 其他 1

9789574346332 醫學術語：字根剖析建構字彙 張玠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46356 醫學術語：好記-字根系統記憶法 張玠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蔡儒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盈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婉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世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宜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清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美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瑞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錦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301 日本語初級 近藤朋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318 日本語文法 近藤朋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325 日本語國際論文集: 日本語學習動機 近藤朋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57 幸福點滴 徐秀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40 麥根攝影集 郭建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363 村光浮現: 為村子六十歲整理的照片回憶 [陳樂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370 油桐花个故事 廖秀雲文; 謝佩蓉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394 五連方之排列組合與造型創作 鄭海蓮、施宣民、賴宛吟、巫銘紘 1 其他 1

9789574346554 Solving and Creating with Pentominoes Hi-Lian Jeng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387 神的永恆旨意: 神的榮耀 李文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55 教學方法及教學用具應用 陳育睿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31 生活泰語 陳家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62 歡迎光臨佛格小鎮 虛妄之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30 台灣的颱風 冀家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冀家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余天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家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虛妄之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文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育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秀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海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素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樂人

送存冊數共計：3

近藤朋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徐秀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78 余天賜書畫天地 余天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85 注音小孩要發光 李恩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08 常用字臺語詩韻字詞集 黃榮泰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84 下一站 葉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14 墨彩映心: 劉月蕊書畫集 劉月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07 三元姓名學附風水常識 秦嘉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21 不同世代日常生活中的流暢體驗: 個體差異、認真休閒、地點和社會接觸相互作用之分析陳淑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38 週五下午的國文課 王世豪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76 無國界庶民料理 陳綉麗作; 史嘉琳, 林雨儒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83 奇女子 吳念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25 利用人本設計為基礎建構「六面立體空間設計思維」: 以多功能窗花架(LINK HANGER)/旋轉式衣架(SPIN HANGER)/巧力切(CLEVER CUT)為設計案例林佳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025 利用人本設計為基礎建構「六面立體空間設計思維」: 以多功能窗花架(LINK HANGER)/旋轉式衣架(SPIN HANGER)/巧力切(CLEVER CUT)為設計案例林佳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01 冬日童話村: 一個完全被大雪覆蓋的合掌部落 蕭明發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蕭明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念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佳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世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綉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秦嘉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淑芬(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月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明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榮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974 氣候變遷補充教材 林怡劭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981 化學丙級學科題庫解析. I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6998 明星高中幾何題目彙編. I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322 職業安全衛生證照計算題題型精要 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322 職業安全衛生證照計算題題型精要 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32 易卡(i-card) 洪鎰昌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48 縱橫筆陣: 洪嘉勇書法展專輯 洪嘉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24 德 省謙居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62 牙科創新創業管理新思維 劉興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278 Tracing Ice Ran Pai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261 心花鐸朵開: 翁家鐸油畫集. 2017 翁家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377 孤獨島嶼: 邊界之島 陳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384 孤獨島嶼: 平等之島 鄭斯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391 孤獨島嶼: 荒謬之島 游仲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14 央吉瑪音詩有聲曲卷一(上)(下)合訂本 張笛籈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360 繪寫即景: 羅恒俊畫集 羅恒俊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52 自己動手做平鉋 陳虹臻編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恒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虹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英峯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張笛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欣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翁家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溫勝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興成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許忠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嘉勇

jun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90 雪心賦孟註校補 卜則巍原著; 孟浩天註解; 李科儒校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45 影子與我: 楊巽詩集 楊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76 3D經濟學 蔡克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69 Valentine by Sara Guzman 1st.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68 陳衡書法創作展專輯 陳耀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7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新解) 黃明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7681 道家十轉圓丹法(新解) 黃明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98 漢文造字尋根..1, 認識生命造字 于寶楞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66 Jambo!9893作品集 蔡伶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40 海峽風雲急: 兩岸統一好結局,台灣錢將淹膝蓋 安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308 韶光再現 詩畫映輝 湯双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95 文魚莉詩 陳美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46 機械板金識圖與展開 林育群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莉(臺南市官田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育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安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湯双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于寶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伶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耀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明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ara Guzman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朝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秉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91 以弗所書: 這世界是神應許給我們的 盧穎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45 調酒師酒譜記憶法 約書亞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37 重塑後浦城 楊育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459 未竟之夢 盧依伶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34 台灣人。民情。感情。事情! 黃仁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8541 八掌溪畔伴 黃仁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8558 藥事四十年 黃仁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02 台灣368: 7851村里創意口訣走透透 陳清賢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40 雕蟲於毫端: 黃昭祥翰墨集 [黃昭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10 台灣俗語筆記 王俊彥, 鄭汶老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0825 從比喻故事領略孫文國際學說 李金振編著 平裝 1

9789863071358 對面山下 雙堂屋 劉明猷文 平裝 1

9789863071365 他人的目光: 韓國人的「被害」意識. 卷二, 韓國人情感.文化篇陳慶德著 平裝 1

9789863071389 Translingualism: the true beauty of Taiwan Tung-Chiou Huang[作] 平裝 1

9789863071402 泛蒙古運動與內蒙古獨立:1919-2010 劉學銚作 平裝 1

9789863071419 世界的關聖帝君: 世界華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楊松年, 謝正一主編 平裝 1

9789863071426 臺灣社會的警訊 蔡宏進著 平裝 1

9789863071433 普庵齋: 楊風同志小說. 2017年 楊風著 平裝 1

9789863071440 被壓扁的綠豆椪大餅 王見明作 平裝 1

9789863071457 保衛釣魚臺: 面向東海南海 劉源俊, 謝正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1464 共振與獨白: 談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運動: 一個四十年工藝人的觀點翁徐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昭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汶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仁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清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育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依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碧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約書亞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022 整全學習圖像: 小學教育實踐之道 陳淑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39 政治媒介化: 墮落媒體崩壞政治 林東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46 運動教育領航者: 周宏室校長榮退詩文專輯 潘義祥, 劉雅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60 計畫中的自由教育 林從一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703 頭痛看過來: 神經內科權威醫師群的精準處方 臺北榮陽頭痛醫學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41 寶拉的保養聖經: 現在起,擁有此生最棒的肌膚 寶拉.培崗(Paula Begoun), 布萊恩.拜倫(Bryan Barron), 德希莉.斯托達(Desiree Stordahl)合著; 童文煦, 程云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58 掙扎,不要太久 林峰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65 24節氣輕蔬食: 72道順應四季時節、調養體質的美味素食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營養科及中醫部團隊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72 3C眼有救了: 眼科權威陳瑩山的護眼處方 陳瑩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1179 聆風簃詩 黃濬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620 壽康寶鑑的故事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637 正確的讀書方法及考試密技 鄭育能謹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644 唐詩三百首.學庸論語.三字經等六種合刊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16651 劉有生善人講病: 讓陽光自然播灑 劉有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915 奪彪2.0生物精選題庫 黃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883 只要活著: 長崎原爆倖存者的生命故事 蘇珊.索瑟德(Susan Southard)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922 愛情的險岸: 四位傳奇女子為愛冒險的東方旅程萊斯蕾.布蘭琪(Lesley Blanch)著; 廖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939 在森崎書店的日子 八木澤里志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1946 續.在森崎書店的日子 八木澤里志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1953 花都開好了 王盛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1960 征服者: 葡萄牙帝國的崛起 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 陸大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977 洛基福音書 瓊安.哈莉絲(Joanne M. Harris)著; 劉曉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984 記憶的味道 森下典子著; 羊恩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319952 業的盡頭: 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 索米尼.聖古塔(Somini Sengupta)著; 林玉菁譯 初版 平裝 14

9789866319952 業的盡頭: 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 索米尼.聖古塔(Somini Sengupta)著; 林玉菁譯 初版 平裝 -9

9789866319952 業的盡頭: 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 索米尼.聖古塔(Somini Sengupta)著; 林玉菁譯 初版 平裝 -4

9789869481991 無花果與月 櫻庭一樹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01 伊麗莎白.大衛的經典餐桌 伊麗莎白.大衛著; 吉兒.諾曼(Jill Norman)選編; 松露玫瑰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10318 水: 乾渴世界的希望 朱迪絲.舒瓦茲(Judith D. Schwartz)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727 修平校友風雲錄 江美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70727 修平校友風雲錄 江美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索卡當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能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文



9789869219068 冥然歸隱: 洪凌作品展. 2017 蕭博中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219075 TIME/LIGHT 蕭博中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219082 毛旭輝: 我就在這兒 蕭博中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1394 健康人生密碼: 養生保健事典 施榮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424 創傷與記憶: 楊索的自傳型書寫研究 賴昭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704 喫蛋, 日常 楊晴著; 張昱苹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602 全新國中會考英語聽力精選 其他 上冊 1

9789869497626 全新國中會考英語聽力精選 其他 下冊 1

9789869497619 全新國中會考英語聽力精選 其他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711 愛亂孵蛋的菲菲 戴漢璉, 馮家賓作; 趙珮廷, 趙珮妘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728 界線,讓生命自在飛揚! 江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7757 引導作法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8761 大黑天念誦次第 李佳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8778 金輪念誦次第中院三十三尊 李佳原編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301 員林三聖宮丙申年三朝福醮大典紀念誌 員林三聖宮建醮刊物組, 設計學類學生組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336 3.5: 無盡升級 戲雪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343 海穹英雌傳. 卷五, 汪洋霸主 伍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7267 Read all about it David Pendery[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075 最佳命定女主角 子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167 喜劫孽緣. 下, 鬼王的情劫 萌晞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174 嗆愛乖乖妻 春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181 四少之超強誘惑力 冬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198 最佳絕配女主角 子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204 預約黃金單身漢 黑田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員林三聖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振佑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宬世環宇國際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朵文理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立



9789862867211 閻羅的雙面情人 辰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228 冷酷皇族大少 唐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235 冷案重啟. 1, 殺意記憶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242 冷案重啟. 2, 憎惡的漩渦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259 X生存手札: 天心月狐 小佚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867266 X生存手札: 天心月狐 小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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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09216 遠離煩惱之魔王: 巴利語<>(Nivāpa Sutta)之述說明法比丘編纂 平裝 1

9789869409223 我們必要走的: 阿羅漢走過的道路 明法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409230 巴漢語禮敬七佛課誦本 明法法師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806 神岡社口萬興宮志 呂理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301 時命的觸發機關 吉米羅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6331 管理小故事集冊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827 帶來幸福的巴哈花精占卜卡 曹惠瑜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201 慈悲的鹿王 邱佩綸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0856 傳統的年代,不傳統的老爸: 專業諮商師的32堂親職教育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887 和孩子一起玩烘焙!: 29道簡單又好玩的法國甜點皮耶赫-都明尼克.瑟希永(Pierre-Dominique Cecillon)著; 林琬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10894 Q&A勞資實務問題101 林定樺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900 這樣當老師: 是那些老師和學生教我如何當老師的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917 日文50音,讀這本就夠了 潘東正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10955 Q&A直銷法律實務問題 林天財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962 來自星星的孩子: 泛自閉症障礙的療育與對策 平岩幹男著; 葉秀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979 培養青少年的獨立思考力: 專業諮商師給青春期孩子的58封信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179 妙峰高處: 曉雲法師書畫集 曉雲法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004 隨手繪: 線條&水彩的意趣 邱謙評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浩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神奇塔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般若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命的觸發機關編輯小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益知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神岡社口萬興宮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470 翻悅: 專業的東門,快樂的寶貝 謝明燕等編輯 平裝 1

9789577306470 翻悅: 專業的東門,快樂的寶貝 謝明燕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203 釋放天堂的藍圖 瑪麗露.康戈(Mary Lu Konkel)作; 路倩婷翻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601 快樂學注音 張秀美, 馬寸耕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618 數字好朋友 張秀美, 馬寸耕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798 征戰一生: 永樂皇帝 楊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03 詞壇貴族: 納蘭性德 李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10 江東霸主: 孫權 章映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27 詭奇兵法: 孫臏 楊善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34 睿德女主: 蕭太后 李景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41 帶著周杰倫飛越太平洋: 我,58歲,蓄勢待發 兩筆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58 大西洋歷史 郭方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60965 全才詩人: 白居易 葛培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72 詞中之帝: 李後主 徐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89 天縱奇才: 徐渭 王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996 無為而治: 嘉靖皇帝 卜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205 評點才子: 金聖歎 陳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576 柴山少年安魂曲 胡長松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528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III章: 救生設備及佈置與國際救生設備章程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35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II-2章構造: 防火、火災偵測及滅火與消防安全係統國際章程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1536 主題農旅觀光文創: 翻轉新農業共享經濟的環形效益 一村一特色鄭祥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008 郵史研究. 第三十四期 林茂興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096 21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 林泉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3096 21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 林泉忠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郵史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兩岸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草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草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神祉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桂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907 事理一心: 齋明寺念佛禪七掠影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475914 南泉普願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475921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75921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75938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75938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743 大唐玄筆錄. 第四集 練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767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6集 1

9789866081774 魔幻時刻 何雁心編劇; HOM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781 台北不來悔 米奇鰻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81798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07 真理大學財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591 真理大學優質通識教育的未來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葉錫圻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515 PNSO兒童百科全書: 恐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418522 PNSO兒童百科全書: 翼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418539 PNSO兒童百科全書: 水怪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418553 趙闖和楊楊的恐龍物語: 六隻小恐龍 楊楊文; 趙闖繪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418560 楊楊和趙闖的恐龍物語: 下一站也許會更美好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577 楊楊和趙闖的恐龍物語: 你相信有免費的晚餐嗎?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584 楊楊和趙闖的恐龍物語: 沒有誰願意孤獨一生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8591 楊楊和趙闖的恐龍物語: 戰爭沒有勝利者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05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華陽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12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小盜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29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滿州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36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黃河巨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43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祿豐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50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馬門溪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67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中華龍鳥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74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盤足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81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青島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598 恐龍大王科學思維課: 山東龍的秘密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765 你有懼高症嗎??法式單簧管高音指法祕笈 林佩筠, 閩子瑤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78772 從空弦開始: 捨.繁.求.簡的小提琴發音與練習觀念薛志璋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益鳥科學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原動力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7897 擇食聖經: 天下無不死之藥,只有養生之道 邱錦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112 園長夫人: 動物園的奇蹟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作; 莊安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69136 松平家的人生整理術: 學日本華族流傳數百年的關竅,讓你活得更自在。松平洋史子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143 亂世宏圖. 卷五, 朝天子 酒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396 海色之罈 田丸雅智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471 刺角 黃踹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69488 刺角 黃踹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69549 小艾略特的溫心樂園 麥克.柯拉托文.圖; 葛容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9587 日本橋木屋: 二十四節氣料理道具的生活帖 木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662 倒帶人生: 一個劍橋遊民的生命啟示課 亞歷山大.馬斯特(Alexander Masters)著; 溫澤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23 教練自己: 從球場到COSTCO亞太區總裁張嗣漢的工作原則與人生態度張嗣漢著; 熊明德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61 卒婚: 不離婚的幸福選擇 杉山由美子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778 神準天王方天龍6大高勝率當沖秘笈: 教你買對賣對,抓住賺錢機會!方天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53 書街舊事: 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黃開禮口述; 心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60 錢難賺,退休金別亂擺: 退休規劃既要趁「早」,更要做「好」!李雪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69877 情色美術史: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情與慾 池上英洋著;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891 世界上最簡單的選酒法: 一書讀懂葡萄酒、日本酒、調酒!72個一看就會的入門必備常識山口直樹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21 你快樂,所以你成功: 史丹佛大學最重要的快樂心理課,打破6大慣性成功迷思,化快樂為生產力艾瑪‧賽佩拉(Emma Seppala)著; 陳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38 歷史上的大人物 安妮塔.嘉內里(Anita Ganeri)文; 喬.陶德.史達頓(Joe Todd Stanton)圖; 楊慧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45 日本蔬菜之神的新食感沙拉提案: 最溫暖、最健康、飽足又讓你身材輕盈的100道私房沙拉狩野由美子作; 郭茵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52 田村淳教你如何受歡迎: 日本綜藝天王寫給為人際關係而煩惱的你田村淳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69 日本家庭料理八十年: 和食餐桌的演變史 阿古真理著; 陳正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76 四季日日五行,五色五味的好食養: 一只平底鍋+電鍋,五星級主廚運用當季食材、配合節氣的60道養生食譜張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83 沙發客來上課: 把世界帶進教室 楊宗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69990 改變整理的順序,就能存到錢: 只要3步驟,90天存款從負到正的存錢術橫山光昭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02 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 阿亞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19 獲利思考: 從破壞到創造,顛覆競爭規則的四個獲利模式内田和成作; 楊御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26 有酵,最健康: 純天然風潮裸食這樣做 王嘉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33 不再獨自背傷的夜晚 吉本芭娜娜著; 劉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0040 啟動身心淨化的20個聲音療癒練習 趙曼君, 高爾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57 李明川的真心不騙: 連國民造型師,你更要用!大人氣、最口碑、無敵美力的國民美妝圖鑑400選李明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64 正直與勇敢 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著; 楊宇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71 茱麗葉的回信 葛蘭.狄克森著; 陳品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88 步知道: PCT太平洋屋脊步道160天 楊世泰文字; 戴翊庭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095 來貘的新定義: Cherng出道五週年依舊一事無成特輯Cherng(馬來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01 下一個家在何方?: 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著; 胡訢諄,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18 為這世間而哭泣未免太可笑: 從夏目漱石的來信找到人生出路中川越著; 黃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25 TOP1我的愛寫真迷你專輯 TOP1男子漢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70132 獨角獸與牠的產地: 矽谷新創公司歷險記 丹.萊昂斯(Dan Lyons)作;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56 聽見宋朝好聲音: 宋詞那些人、那些故事 蘇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63 不是資優生,一樣考取哈佛!臺大醫科生的考試高分法與超強筆記術曾文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70 便便接龍 金一暻文.圖; 林謹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0187 死著: 張翎中篇小說集 張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194 心想事成: 張翎短篇小說集 張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217 人生大事之思考的起點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林淑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224 人生大事之改變的起點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吳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231 人生大事之自覺的起點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林清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248 性.愛未來式: 一個單身女子的網路情欲探索 艾蜜莉.薇特(Emily Witt)作; 陳國禎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0255 大掠奪: 華爾街的擴張與美國企業的沒落 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作; 林麗雪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0262 彩虹橋 寶總監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0279 藏傳佛教象徵符號與器物圖解 羅伯特.比爾(Robert Beer)著; 向紅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0286 與鯊魚游泳: 深入倫敦金融圈的秘境旅程 裘里斯.盧彥戴克(Joris Luyendijk)著; 何玉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293 獻米給教宗的男人: 史上最熱血農村公務員衝破體制無極限,拚出自己與村落的新人生高野誠鮮作;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09 和海豹特種部隊生活的31天: 百萬企業家脫離舒適圈,突破體能極限,鍛鍊強韌心智的終極之旅傑西.伊茨勒(Jesse Itzler)作; 錢基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16 今晚,敬所有的酒吧 中島羅門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23 呼喚奇蹟的光 安東尼.杜爾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30 為什麼麥可要穿白襪子?: 36個與眾不同的反轉思考術!野呂映志郎著;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47 豁出去的覺悟 見城徹, 林真理子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54 教你如何受歡迎: 網路社交9大攻略 田村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61 別讓錯的營養觀念害了你: 旅美權威營養專家,破除58個常見飲食迷思白小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78 鈕扣: 你是因為,你是所以 Doroth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85 殘酷美術史: 解讀西洋名畫中的血腥與暴力 池上英洋著; 柯依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92 一個人的京都夏季遊 柏井壽著; 馮鈺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392 一個人的京都夏季遊 柏井壽著; 馮鈺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08 一次看穿都更X合建契約陷阱: 良心律師專業解碼老屋改建眉角蔡志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15 凡人的犧牲 皮耶.勒梅特著; 繆詠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22 Z世代效應: 改變未來企業經營的六股力量 湯瑪斯.辜洛普羅斯(Thomas Koulopoulos), 丹.凱德生(Dan Keldsen)作; 林添貴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0439 塔樓 珍妮佛.伊根(Jennifer Egan)作;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46 腸漏,發炎的關鍵 吳佳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53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 被逼入絕境的青少年心理碓井真史作; 李怡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60 7300最平凡的奢侈: 漸凍人李怡潔的傳奇故事,改寫生命的奧義李怡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77 遊.樂園: 親子旅遊團長小禎最強樂園攻略!機票、門票一起撿便宜,嗨玩16座世界樂園、買翻附近outlet胡盈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84 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 我走過敘利亞內戰,看見自由的代價珍妮.德.喬凡尼(Janine di Giovanni)著; 溫澤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491 敦克爾克大行動 華特.勞德(Walter Lord)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507 兩個人的餐桌,兩個人的家 蔡穎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514 棉花糖女孩的逆襲: 擊退33kg肥肉!改變飲食+超省錢簡單運動+顯瘦穿搭的小甜甜平民瘦身法張可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521 蜃棄樓 洛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538 血型小將ABO 朴東宣作; 彭玲林, 黃子玲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370545 大開眼界: 葛拉威爾的奇想 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作; 李巧芸, 顧淑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0552 60歲,最年輕的老人: 在「中年與即將變老」之間,一位「輕老年」的裸誠告白伊恩.布朗著; 陳品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569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王政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0576 負債魔王 睫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370583 行前整理: 如何陪伴、送別老衰病的雙親?一個大齡兒女卸下後悔內疚的思索與告白宮子梓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590 北近畿.最道地的日本: 跨出京阪神,深遊關西北部祕境絕景、美食溫泉林亦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06 破案神探: FBI首位犯罪剖繪專家緝兇檔案. 首部曲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 馬克.歐爾薛克(Mark Olshaker)作; 張琰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13 醫本正經: 漫畫秒懂中醫 懶兔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20 結痂 追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37 Deep Work深度工作力: 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卡爾.紐波特(al Newport)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44 拱豬: 「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 第七屆郭爽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51 用快樂,投資人生: 32則讓你從困境中學習,從感動中激發能量的人生智慧林富元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0668 撥雲見日: 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 林中斌, 亓樂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75 各自辜負的那些年 吳淡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82 青苔不會消失: 附著在土地上既邊緣又無人問津的一群人袁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699 陽光失了玻璃窗 小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705 寫出有感覺的作文: 不補習,學測寫作照樣拿高分邱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712 世界上最棒的媽媽 派翠西亞.查普曼(Patricia Chapman)文; 凱特.查普曼(Cat Chapman)圖; 蘇懿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0729 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派翠西亞.查普曼(Patricia Chapman)文; 凱特.查普曼(Cat Chapman)圖; 蘇懿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0767 東京美女散步 安西水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0774 東京美女散步 安西水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70798 歡迎光臨!佛像世界 三宅久雄主編; 透過漫畫瞭解佛像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04 誰說分數不重要?: 體制內教育的求生術,幫孩子找到分數背後的自己彭菊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11 想讓你看見的100個便當 遠山正道, 美味教室委員會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35 醫生,我的妹妹想幸福: 16個關於更年期性冷淡、產後鬆弛、假高潮......的生活故事,麻辣女醫教你從私密處重建兩性親密關係李伯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42 對不起,嚇到你: 苦苓極短篇驚魂版 苦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59 東方化: 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80 百鬼夜行誌. 妖怪卷 阿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03 人人都能上手的資訊圖表設計術: 台灣第一家INFOGRAPHICS設計公司,經典案例、操作心法、製作秘笈全公開!Re-lab團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0927 讓自己快速進化的PDCA筆記術: 每天五分鐘,利用筆記X四條線,讓你杜絕瞎忙、縮短工時、解決難題、持續成長岡村拓朗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34 成為一個厲害的普通人: 選擇你所能承受的那條路達達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41 與自己和好如初 不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65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劉曉波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0972 一次看懂小數據: MIT經濟學家帶你搞懂生活中的統計數字,聰明做決定約翰.強森(John H. Johnson), 麥克.葛拉克(Mike Gkuck)著; 吳書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96 二馬中元: 影劇六村有鬼 馮翊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23 人生大事之一學就會的管理佈局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呂禧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30 人生大事之顧客優先的策略思考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周倩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47 人生大事之看穿對手的競爭攻略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游卉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54 怪奇微微疼 微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61 敦克爾克大撤退 華特.勞德(Walter Lord)著; 黃佳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531 高雄水彩畫會聯展專輯. 第27屆2017 陳甲上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9881 魔法師的騎士. 前篇 草子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898 異世流放番外: 未來的那些事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04 拾荒小分隊. 第二部. 2, 活死人病毒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11 觀情齋之参: 鏡中塔 青丘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28 穿越?讓專業的來 花匠先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35 拾荒小分隊. 第三部. 1, 超級戰車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42 拾荒小分隊. 第三部. 2,京城風雲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59 拾荒小分隊. 第三部. 3,地球遊樂場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66 網遊之永夜迷情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69973 網遊之永夜迷情 夏堇作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69980 魔法師的騎士. 後篇 草子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669997 星際勞務工. 前篇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75600 星際勞務工. 後篇 易人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75617 狂兵抄. 卷陸, 火煉狂雲之卷 叢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75624 狂兵抄. 卷柒, 皇猷帝夢之卷 叢台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703 高雄市成功大學校友會春永雅集丁酉年書法展盧友義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7837 阿公店溪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蔡文章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216 陳銀河彩墨畫集 陳銀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321 寶來綠色寶藏: 野趣過生活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409 Finland: the mysterious triplets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16 Taiwan: Just in Time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23 Thailand: The Right Kind of Tiger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61 Peru: Questions and Answers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61 Peru: Questions and Answers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78 Brazil: Devil in a Twister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64492 Greece: Why Ask Why?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70035 Tanzania: A Scream in the Night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9789869370042 Peru Too: Reunion Crameye Junker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來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旅郵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岡山鎮大專青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雲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高市成大校友會

送存冊數共計：118

高雄水彩畫會



9789573063780 我腳踏的所在就是台灣 方耀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063797 批字紩出飛絲 柳青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700 基礎應用統計實務 汪志忠, 鄭雅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296 噓!聽我說; 105學年度大體感恩入殮手冊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及牙醫學系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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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6402 太上玄門戒律 陳柏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104 桃園市美術協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 2017 傅璧玉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9346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六版 平裝 1

9789869339353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領隊別冊 陳安琪總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9339360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實務一) 陳安琪總編輯 七版 平裝 1

9789869339377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實務二) 陳安琪總編輯 七版 其他 1

9789869339391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日語篇 林倩伃, 馬跡領隊導遊訓練中心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497 充滿閃亮鑽石的大海 鍾素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5503 有異象的人: 走一條忠於上帝的路 李在哲(Lee Jae-Chul)作; 徐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541 系統神學 林鴻信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1985558 愛的十二個練習: 終結冷漠,突破愛的倦怠 奧伯格(John Ortberg)作; 宋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5572 每個孩子都是神學家: 青少年事工的神學實踐 路恩哲(Andrew Root), 丁康黛(Kenda Creasy Dean)著; 鄭淳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02 馬丁路德的門徒培育班: 再思十誡、使徒信經、主禱文、洗禮與聖餐提摩太.溫格爾(Timothy J. Wengert)著; 張洵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475 FunSTEAM玩轉教育 馥林文化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046 手機密碼. 求學考試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7060 手機密碼. 人際才能篇 愛德華(Edward)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542 思想就是力量: 回答國民黨的歷史考卷 高思博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華山地藏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宬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二十一世紀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泰電電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跡庫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解剖學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關帝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悅翔數位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406 童畫菩薩心 王錦堂, 蔡孟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2120 方樑生懷舊彩盤百圖集 方樑生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1634 一起去旅行: 攜手癌病逆風勇航 陳亞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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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642986 全球無人載具發展商機與臺灣業者進入的策略: 自動駕駛與無人機載具石育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2993 智慧安全監控技術發展趨勢探索 羅宗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06 低油價對中國大陸十三五計畫中煤化工產業的發展影響范振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13 低油價對全球生質化學材料產業的影響 陳明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20 台灣群聚地圖. 2017年 王孟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37 台灣樂齡休閒活動影音娛樂未來應用探索 張雨婷, 張佳雯, 張舜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44 半導體產業年鑑. 2017 彭茂榮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51 石化產業年鑑. 2017 范振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68 汽機車產業年鑑. 2017 石育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75 通訊產業年鑑. 2017 呂珮如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82 電子零組件產業年鑑. 2017 林澤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099 機械產業年鑑. 2017 邱琬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05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2017 林怡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12 顯示器產業年鑑. 2017 劉美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29 新興能源產業年鑑. 2017 康志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36 特用化學品產業年鑑. 2017 陳育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860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06學年度王琇麗[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536877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6學年度吳國良, 潘莉瑩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884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6學年度吳國良, 林秀慧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891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數學考科. 106學年度吳國良, 朱惠文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07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社會考科. 106學年度吳國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14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與解析自然考科. 106學年度吳國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86476 大圈子小圈子 白珍(Jane Parish Yang)著; Cindy Wume繪 初版 平裝 2

9789578886483 白人老師 維薇安.嘉辛.裴利(Vivian Gussin Paley)著; 黃又青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241 在你眼裏看見天堂的藍圖: 致.親愛的瑪利諾修女會瑪利諾修女會修女受訪; 黃琪珊, 黃琪瑩編輯; 曾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毛毛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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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之愛癌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牛兒童城文化推廣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507 品格教育大繪本 簡玉芬, 陳慧玲, 余嘉玲作; 黃佩怡, 林姿萍, 林奕含繪 精裝 全套 1

9789869390514 愛無所不在: 融合活動教案書 孫佑綺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293 東南亞新住民的電視媒體與影音內容使用行為何國華, 施素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409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2891 100個記住: 慧律法師法語展示 釋慧律作 平裝 1

9789868852891 100個記住: 慧律法師法語展示 釋慧律作 平裝 1

9789869516105 慧律法師清心語錄(簡體字版) 釋慧律編撰 平裝 1

9789869516105 慧律法師清心語錄(簡體字版) 釋慧律編撰 平裝 1

9789869516112 清心語錄 釋慧律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8665 音樂人生: 紀利男生命的交響樂章 紀利男口述; 蕭淑貞, 吳明德撰 平裝 1

9789572808672 音樂人生: 紀利男生命的交響樂章 紀利男口述; 蕭淑貞, 吳明德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8296 紙條的祕密 陳立容文; 劉家汶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600 網路治理概論 Jovan Kurbalija原著; 陳文生譯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571 中華花藝探賾. 五, 高兀體 黃燕雀, 趙惠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103 我的菲菲日記: 大小菲菲的故事 林德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28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年報. 2016年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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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8543676 金門國際版畫邀請展 林雪卿, 鐘有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巴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湖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民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兒童福利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帝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殊文教基金會

南市蘆葦啟智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公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834 變革免疫: 哈佛組織心理學家教你不靠意志力啟動變革開關羅伯特.凱根(Robert Kegan), 麗莎.萊斯可.萊西(Lisa Laskow Lahey)著; 陸洛等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757 氣候變遷對水資源之衝擊 王文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47794 明聖經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3203 列聖寶經合冊(注音版)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3450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7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467 醫藥產業年鑑. 2017 許毓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3474 應用生技產業年鑑. 2017 陳玲玉等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23481 醫藥產業年鑑. 2017 賴瓊雅等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708 悲智境相: 洛桑龍達上師.清海熱貢唐卡藝術展 卓靜美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9469715 繡裡乾坤: 寺廟繡品的故事 鍾偉愷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329 新屋庄客家情 游銀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802 如何修證解脫道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19 概說密宗(一)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26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 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吳明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33 淨土奇特行門: 禪淨法門之速行道與緩行道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57 概說密宗(二): 藏密觀想、明點、甘露、持明的真相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40 確保您的權益 游正光老師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71 密宗真相: 來自西藏高原的狂密 張正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88 概說密宗(五): 密宗之如來藏見及般若中觀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95 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01 概說密宗(三): 密教誇大不實之神通證量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18 概說密宗(四): 宗諸餘邪見(恣意解釋佛法修證上之名相)之一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864 概說密宗(六): 無上瑜珈之雙身修法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25 如來藏中藏如來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32 觀行斷三縛結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49 出家菩薩首重: 虛心求教、勤求證悟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56 博愛: 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63 導師之真實義 蔡正禮老師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70 一貫道與開悟 正禮老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87 正覺學報. 第三期 蔡禮政, 白志偉, 高惠齡, 林偉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7294 正覺學報. 第二期 蔡禮政, 陳介源, 游冥鴻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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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物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界宗教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衛發展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9256 玄空師父生命足跡: 雨中茶園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285 慈悲妙相: 首都博物館典藏中國古代觀音菩薩造像展妙功主編 平裝 1

9789574574285 慈悲妙相: 首都博物館典藏中國古代觀音菩薩造像展妙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409 慈濟年鑑. 2016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416 慈濟年鑑. 2016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423 慈濟年鑑. 2016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067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黃英傑總編輯 第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212 奇幻之旅: 貝里斯全盲英雄羅文.蓋爾的冒險 Katie Usher, Gia Martinez執筆; Marvin Vernon繪畫; 張侑達, 李向恩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29 天鵝來了: 全球19位生命總統用愛環球的故事 周進華等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36 玩具走私客 拉米.阿德汗(Rami Adham)執筆; 周上觀, 周天觀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6665 Hong Kong 2017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its Handover to ChinaCheng-fung Lu [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592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7, 鋼鐵篇 陳建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60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7, 不銹鋼篇 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615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7 陳建任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622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7, 螺絲螺帽篇 朱珮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646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7, 水五金篇 黃自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653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7, 表面處理篇 陳仲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2660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7 陳仲宜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880 宜蘭社大甘霖 蔡宜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320 食品產業年鑑. 2017 黃秋香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961 保險業ERM企業風險管理之理論與實務 梁正德等修訂 修訂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慈濟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送存冊數共計：20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9789867516978 InsurTech趨勢與保險經營創新 范姜肱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878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5年 平裝 1

978957949878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5年 平裝 2

9789579498784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5年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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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789869441612 產業競爭力提升與生產力4.0 呂正華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441629 長期照護制度之發展及與醫療之整合: 借鏡日本、德國、英國與南韓之經驗蔡淑鈴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901 紡織產業年鑑. 2017年 王雨讓撰稿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2110 梅門思塾. 卷一, 春之生 李鳳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127 梅門思塾. 卷二, 夏之長 李鳳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134 梅門思塾. 卷三, 秋之收 李鳳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141 梅門思塾. 卷四, 冬之藏 李鳳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0764 小國立國之道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043 原始點健康手冊 張釗漢作 第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029 應用科技前瞻形成重大科技發展議題(參考手冊)陳怡如, 王宣智, 葉席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081 積層製造技術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分析 林倞, 洪長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04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參考指南: 募資與外國市場進入黃意植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28 新興應用科技選題(一): 機制規劃與實作 葉席吟, 羅濟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35 新興應用科技選題(二): 特定領域主題規劃建議陳柏中, 陳蔚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59 科研基礎設施整合管理機制探討 李慧芳, 林海珍, 王瑞庚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66 國家科研競爭力蓄積: 國際合作獎補助計畫對職涯初期學者之影響探討張于紳, 陳明俐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2817 5G大奇航: 迎向下世代行動寬頻的極致用戶體驗李大嵩, 胡志男, 蔡一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703 CIC annual report. 2016 Editor Jen-Chieh Wang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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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國研院國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9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梅門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孫運璿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816 救主耶穌的榜樣: 最崇高、最偉大的榜樣 黃奇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830 合神心意的父親 吉姆.喬治(Jim Geroge)作; 石均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953 眾水之聲. 2 王光智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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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61551 絕望中的守望: 藥癮者家屬關顧 蔡佩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1582 在無可指望時,仍有指望 李文茹, 莫少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141 品嚐生命的檸檬汁: 管好你的情緒抽屜 雷洛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158 等候神 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2422 暗夜的呼聲 蘇派沙.西荷(Surprise Sithole)作; 財團法人基督教磐石基督教會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915 全球物流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6 林原慶, 丁凡, 林鼎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22 全球零售通路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6 林原慶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57946 健康照護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7 黃毓瑩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53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7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60 全球餐飲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6 黃淑姿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77 物流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7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7984 餐飲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7 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7999 字的小詩. 3: 字字有意思 林世仁作; Barkley等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019 滴滴: 一滴小水滴擁抱海洋的奇遇旅程 陳月文著; 林家安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026 數學獵人 李儀婷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033 300字故事: 100則品格力 國語日報出版中心編寫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040 小記者出擊! 吳啟綜等作 平裝 1

9789577518064 鹿苑長春 瑪喬利.金蘭.勞玲絲(Marjorie Kinnan Rawlings)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011 學校制度問題比較研究: 歐亞主要國家學制考察報告黃昆輝, 蔡崇振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7791 觀想人性之美: 張蒼松對影成三人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401050 未來對話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1067 一片鄉土 一縷情懷: 陳其茂創作展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磐石基督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9789869401074 人生地理學. 2 牧口常三郎著; 劉焜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1074 人生地理學. 2 牧口常三郎著; 劉焜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1081 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1098 21世紀的拿破崙: 談創造歷史的精神 夏爾.拿破崙(Prince Charles Napoléon), 池田大作作; 劉焜輝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1606 母&子攜手向前行 池田大作作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1613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1620 希望對話: 獻給21世紀的學子 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1637 未嘯已風生: 林玉山的繪畫藝術 平裝 1

9789869501644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人間革命的實踐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1651 嶄新活力的第三人生 池田大作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01668 一生青春: 女性365日指針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01675 學習勝利的經典: <>. 2, 兄弟抄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1682 青春的光彩. 1, 池田SGI會長箴言集 日本創價學會女子部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4940 喜憨爸爸說故事 蘇國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324 Ferns and fern allies of Taiwan second supplement Ralf Knapp[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795 現代青少年德育模式創新與探討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2638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年報. 2016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609 佛說施燈功德經;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佛說智燈經(寶雨經)卷第一白話註解紫雲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1591 臺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 林義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2402 心的錘鍊: 淺談非武力抗爭 林義雄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15 超越東西方: 天下奇才吳經熊自傳 吳經熊著; 黃美基, 梁偉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275 物聯網創新應用與專利技術分析 MIC研究團隊, NIKKEI ELECTRONICS, 富士總研作 平裝 1

9789575817282 無人機發展動態與國際大廠策略剖析 徐子明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299 車聯網發展趨勢暨技術分析 林信亨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產情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藥師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林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喜憨兒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暨環保發展基金會



9789575817305 車聯網大廠佈局與新創案例剖析 何心宇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312 ICT產業白皮書. 下: 5G/VR/電子商務/軟體服務. 2017徐育群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329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消費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 2017王衍襲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652 屠宰家禽病理學圖譜 陳世平等編修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22113 民主政黨 人民自決 尤清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52 渾沌之界: 奧德.納德盧姆 李足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313 佛教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蓮花金剛藏班智達吳潤江上師講述六版 平裝 1

9789869148313 佛教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蓮花金剛藏班智達吳潤江上師講述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886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VII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893 禪.住身心: 安頓身心十要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909 聖嚴法師108自在語. 3, 自在神童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916 做情緒的主人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781 小止觀.六妙門 台宗廿五方便輯要淺述合刊 (隋)智顗大師, 寶靜法師編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798 佛教基本常識問答 陳義孝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3804 楞伽經今文譯註 普行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811 普賢十大行願講話 竺摩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835 法界次第初門 (隋)智者大師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57 台北電影節節目特刊. 2017第19屆 台北電影節統籌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405 臺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5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59412 史金淞: 個人設計博 石瑞仁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209 臺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6 吳達坤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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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敏慧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臺灣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農業科技研究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191 領我到更高之地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劉如菁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7350 愛的明信片 得榮基金會編輯小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7367 欣賞生命 做我真好: 生命教育課程國一(教師手冊)生命教育課程研編小組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828 華嚴經講錄. 六, 升須彌山頂品、須彌頂上偈讚品、十住品、梵行品賢度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6234 台灣景觀樹木介紹. 5, 灌木篇 陳坤燦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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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8571 神氣佛現、合境平安: 關渡宮十二尊繪本(中文、英文、日文同步對譯)陳奕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941 全國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報告. 2016 楊聰財, 胡海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77958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2016年報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7514 念住: 通往證悟的直接之道 無著比丘(Bhikkhu Anālayo)著; 香光書鄉編譯組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5730 炙熱靈魂美術名家聯展: 諸羅新藝象作品專輯 平裝 1

9789573055730 炙熱靈魂美術名家聯展: 諸羅新藝象作品專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803 甦醒 王錦錫作 平裝 2

9789869511803 甦醒 王錦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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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90901 累積信用好好貸 林素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994 簡明小六法. 106年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994 簡明小六法. 106年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021 金融業的新3C時代: 變身Bank 4.0的新金融人 顏長川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052 金融挺綠能: 綠能科技創新,開啟綠色金融新格局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精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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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光書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縣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關渡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嚴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得榮社福基金會



9789863991069 金融挺都更 [財團法人臺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991083 CFP全方位理財規劃: 模擬試題解析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083 CFP全方位理財規劃: 模擬試題解析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090 AFP理財規劃顧問: 模擬試題解析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090 AFP理財規劃顧問: 模擬試題解析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529 慈惠醫院年報. 104-105 吳景寬等撰稿; 蔣語涵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20011 末世基督的發表. 選編(簡體字版) 基督作 其他 1

9789864320431 末世基督的發表. 選編(韓文版) 基督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460 基督教要理問答 黃柏和, 陳南州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739 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臺灣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247 走出自信精采人生路: 震怡文教基金會文化講座選輯. 2015梁怡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620 汪洋中的一條船: 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成立40週年紀念版鄭豐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048 定風波: 蘇軾詩文選讀 王郭皇等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9055 采采詩經: 詩經選讀本 陳義芝等作; 陳義芝, 陳怡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236 那次,我勇敢的說出對不起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9340 回家: 阮義忠影像回顧展 李志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05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 六版 其他 1

9789869365062 法住世間: 十二位上座部佛教大師的教示與禪修指導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mfield)著; 法觀法師中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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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蘭陽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豐喜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震怡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高雄仁愛之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840 全民英檢初級文法 薛詩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0027 新世紀飲食 約翰・羅彬斯(John Robbins)作; 張國蓉,涂世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852 悲慘世界經典全譯本 維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3841968 先知: 東方詩哲紀伯倫唯美散文詩集 卡里.紀伯倫(Kahlil Gibran)作; 趙永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1999 歷史的賭局: <>教你「一手爛牌也能贏」的江湖潛規則扶欄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02 誰殺了羅蘭巴特?: 解碼關鍵字: 語言的第七種功能勞倫.比內(Laurent Binet)著; 許雅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19 我愛蝴蝶結&花飾: 100款絕不失手的超夢幻極簡單圖解手作書黛小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026 易經商學院: 從菜鳥到CEO的六堂成功講義 竹村亞希子著; 卓惠娟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33 (圖解)大腦超速練習: 0秒思考、10秒決策,5倍速清空待辦事項!角田和將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40 哈佛最受歡迎的快樂工作學 尚恩.艾科爾(Shawn Achor)著; 謝維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057 聰明又過動,這樣教就對了!: 37年經驗實證,美國學習與專注力專家教你輕鬆搞定ADHD孩子(1-13歲適用)佩格.道森(Peg Dawson), 理查.奎爾(Richard Guare)著; 胡玉立, 黃怡芳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064 人氣夯!來玩支架口金包: from 8cm to 35cm, 40款獨家設計X52種配色口金包,首次發表登場!林素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71 放學後才是關鍵!: 共學共遊,啟發孩子未來大能力!(12週年圓夢紀念版)黃能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088 心: 日本文學史上最暢銷小說,漱石公認代表作 夏目漱石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95 愛的九種香氣: 親密關係裡的「九型人格」療癒處方溫佑君, 綠蒂亞.波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01 原來手帳這樣玩!: 跟著小熊塗鴉、拼貼、隨手寫,記錄生活享樂每一刻鄧家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118 蒙特梭利專家親授!教孩子學規矩一點也不難: 淡定面對0-6歲孩子的情緒勒索,不用對立也能教出自律又快樂的孩子羅寶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25 Pooi chin戀手帳: 文房具的究極不思議 Pooi ch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56 嚴禁惡用!跟詐騙集團學「暗黑交涉術」: 再強心防都能突破,讓他不知不覺說YES!多田文明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63 開啟你的正向天賦: 哈佛快樂學專家研發,5大祕訣讓「潛意識腦」幫你找到幸福捷徑尚恩.艾科爾(Shawn Achor)著; 謝維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70 一代商王. 卷13: 不獨食,讓利於民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87 一代商王. 卷14 趙之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194 自決之書: 散文版卡夫卡.唯心哲思隨筆 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著; 劉勇軍譯 精裝 1

9789863842200 失控的進步: 復活節島的最後一顆樹是怎樣倒下的隆納.萊特(Ronald Wright)著; 達娃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217 雨停了,來畫畫。: 100倍可愛x100倍簡單的手帳插畫練習(手殘也沒關係!)雨停YuTi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248 環遊世界八十天: 獨家繪製全彩冒險地圖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262 小王子: 哲學飛行家的寂寞情書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Orange bud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279 歷史上的大暖化: 看千年前的氣候變遷,如何從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圖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作; 黃中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309 散落星河的記憶. 第一部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31 地瓜概念: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一0六級畢業製作.成果集. 一0六級陳偉欽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632 放下就是快樂全集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49 我真的不是教你賤: 太相信表面,小心被賤人欺騙血腥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56 我真的不是教你壞: 有點心機,才能讓自己化危機為轉機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63 把人看骨子裡全集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70 看人用人厚黑智謀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87 你不能不懂的厚黑手法 向愷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283694 罵人不必用髒話全集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02 日子難過,也要笑著過全集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19 相賤恨晚 血腥瑪麗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26 做人圓融,做事才會輕鬆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33 少賤多怪: 賤招拆招的人際應對智慧 血腥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崑山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琉璃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師德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2474 闖關!全民英檢初級精選試題 王名楷, 江雅玲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5703 細讀論語: 吟味與詮解 楊朝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5710 細讀大學中庸: 吟味與詮解 劉振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5727 細讀孟子: 吟味與詮解 曾振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5796 12堂護理人員專業英文必修課 Michael A. Putlack著; 彭尊聖, 王婷葦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5802 Real English for Nurses Michael A. Putlack著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5819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作; 丁宥暄譯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3185840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作; 丁宥暄譯二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3185857 Real English for Hotel Staff Author Michael A. Putlack 1st ed. 其他 1

9789863185864 12堂飯店人員專業英文必修課 Michael A. Putlack著; 彭尊聖, 王婷葦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12773 最新版大學轉學考物理試題解析. 2017 劉宗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12780 大學轉學英文歷屆試題解析 陳仲平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5862 福慧語錄. 第一輯 淨元導師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9914 濟佛禪心 濟佛法藏編輯小組編輯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316 王禪老祖玄妙真經 混元禪師主講; 曾文豐總編輯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99330 21世紀追根溯源世界和平中華民族聯合祭祖大典紀念專輯張聖宏編輯 再版 精裝 1

9789869499347 追根溯源: 唯心宗 廿一世紀 世界和平 中華民族聯合祭祖大典. 2008張馨方等執行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9499354 21世紀中華民族聯合祭祖大典紀念專輯 張聖宏編輯製作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4394 唯心聖教終身學習 易經大學之宗教觀 張益瑞, 陳立岳, 李珍玫作 平裝 1

9789869470001 建築設計與風水大專暑期研修班成果冊. 2011-2016年陳立岳總編輯; 李珍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018 教師輔導研習營成果冊. 2014-2016年 陳立岳總編輯; 李珍玫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324728 NEW TOEIC TEST多益分類字彙: 用故事和插圖記5000個單字濱崎潤之輔著; 林錦慧,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735 新日檢完勝500題N4-N5: 文字.語彙.文法 松本紀子, 佐々木仁子著; 林士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742 New TOEIC TEST全方位字彙攻略 塚田幸光作;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759 新日檢完勝500題N1: 文字.語彙.文法 松本紀子, 佐々木仁子著; 林士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766 NEW TOEIC TEST金色證書: 模擬測驗 中村紳一郎等著; 柯乃瑜, 劉華珍譯 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5324773 NEW TOEIC TEST多益一戰990字彙 The Japan Times作; 林錦慧,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780 NEW TOEIC TEST多益一戰800字彙 The Japan Times作; 鄭襄憶,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797 NEW TOEIC TEST多益一戰600字彙 The Japan Times作; 鄭襄憶,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803 零基礎!從50音到開口說日語 李秀卿著; 張育菁, 劉華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810 愛.小時光 PUUUNG作; 方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827 翻譯進修講堂: 180則真實譯作的辨誤分析 廖柏森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834 英語簡報演說技巧 黃玫君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眾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唯心聖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梵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水行天武聖宮

送存冊數共計：1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偉文



9789575324841 韓國綜藝「兩天一夜」旅遊全紀錄 KBS<>製作團隊, 李善慧, 金蘭珠著; 張友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858 愛.小時光. 2 PUUUNG作; 方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865 商務英文書信大全: 300封標準實用範例 Francis J. Kurdyla作; 李金陵, 徐天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872 李祐汀「兩天一夜」幕後笑淚紀實 李祐汀作; 蕭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889 英式英語聽力4週大特訓 米山明日香, Catherine Dickson作; 劉華珍, 廖信雅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902 新日檢完勝單語N3 アークアカデミー著; 林士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919 一考再考!大考英文滿級分字彙 王亮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5324926 英文不好,照樣教出中英雙語一級棒的孩子 蘇淑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933 新日檢完勝單語N5 アークアカデミー作; 林士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324940 新日檢完勝單語N2 アークアカデミー作; 林士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418 大道宇宙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418 大道宇宙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58 App零基礎好入門 洪耀正, 翟本瑞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65 「微物史觀」與地方社會: 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王嵩山, 余瓊宜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674 恰美山居法. 4, 一生中山居閉關的實修教法 噶瑪恰美仁波切作;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張福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711 噶舉第一本尊: 勝樂金剛: <>觀修筆記 金剛鈴尊者法本作; 尼宗赤巴, 敦珠確旺釋論作; 張昆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28 禪修的美好時光: 噶千仁波切教你禪修「止觀」與「生圓」噶千仁波切(Garchen Rinpoche)作; 霍博雅譯 一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6091735 動中正念: 透過禪修和日常覺知與自己為友 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qa Rinpoche)作; 陳慧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42 虔敬就是大手印: <>實修教導 第八世噶瑪巴米覺多傑原作; 恰美仁波切論釋; 堪布卡塔仁波切講述; 喇嘛耶謝江措英譯; 金吉祥女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1759 看著你的心!: 「證悟的老狗」巴楚仁波切這樣直指心性巴楚仁波切原典; 堪千慈囊仁波切釋論; 林茂生(噶瑪慶烈蔣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66 法王說不動佛 第17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73 噶千仁波切大圓滿頓悟法: 椎擊三要 噶千仁波切作; 張昆晟藏譯; 楊書婷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80 達賴喇嘛說金剛經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作; 呂家茵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34023 庶民生活與文化研究集刊. 第一輯, 民俗、文化與現代文學卷中正台文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534023 庶民生活與文化研究集刊. 第一輯, 民俗、文化與現代文學卷中正台文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534030 庶民生活與文化研究集刊. 第二輯, 現代、文學與文化卷中正台文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534030 庶民生活與文化研究集刊. 第二輯, 現代、文學與文化卷中正台文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534047 庶民生活與文化研究集刊. 第一輯, 古典文學卷中正台文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0534047 庶民生活與文化研究集刊. 第一輯, 古典文學卷中正台文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4497 解剖維納斯: 腐壞與美麗,150具凝視十九世紀死亡迷戀以及遐想的永恆女神喬安娜.埃本斯坦(Joanna Ebenstein)作; 崔宏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44503 房客 莎拉.華特絲(Sarah Waters)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565 情書 連城三紀彥作;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572 殖民地摩登: 現代性與台灣史觀 陳芳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596 追逐尖叫: 橫跨9國、1000個日子的追蹤,找到成癮的根源,以及失控也能重來的人生約翰.海利(Johann Eduard Hari)著; 李品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02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 2, 政治人物可以說謊嗎?良心要多少才不算太多?: 參與討論的基本知識克莉絲汀.舒茲-萊斯(Christine Schulz-Reiss)文; 薇瑞娜.巴浩斯(Verena Ballhaus)圖; 陳致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33 我們在此相遇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吳莉君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眾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正大學台文創應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歷史文物所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崇心雜誌



9789863444640 後殖民台灣: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陳芳明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44657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 3, 你只是單純活著,還是有在動腦?: 質疑所謂理所當然的事克莉絲汀.舒茲-萊斯(Christine Schulz-Reiss)文; 薇瑞娜.巴浩斯(Verena Ballhaus)圖;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64 第二次誕生: 吳若權陪你讀奧修:愛與情緒的8種靜心練習,活出獨立超然的自己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71 一日倫敦人的風格散步 NONTWIN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88 咖啡館推理事件簿. 5, 願這杯鴛鴦奶茶美味 岡崎琢磨著; Shio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695 地理的復仇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林添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01 走過夾縫地帶: 從蒙兀兒帝國到阿富汗戰火,徒步追尋巴卑爾的征服之路羅利.史都華(Rory Stewart)著; 葉雯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18 白色城堡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作; 陳芙陽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725 阿道夫.Ｈ: 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 托馬斯.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著; 林繼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32 我心中的陌生人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49 猛暑 林俊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56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黃英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763 只要心中還有溫柔就好: 你的認同與我無關,王琄最勇敢的大齡宣言!王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70 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 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朱惠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17 射向我心臟 丁柚井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592 九型人格職場識人術: 從認清自己到讀懂他人,讓你溝通更有效、能力受賞識鈴木秀子作; 高品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004 驅魔師: 梵蒂岡首席驅魔師的真實自述 加俾額爾.阿魔斯(Gabriele Amorth)作; 王念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011 修道與養生: 如何追求健康與人生新境界 湛若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23876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劉曉波文集 劉曉波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7124 工程永續與土木防災學術研討會 論文全文集. 2017國立金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4718 艷世 李宜靜總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035 筆尖上的智慧: 聖經智慧書箴言傳道書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009 陳立偉東方琴韻油畫創作 陳立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9111 發現日本: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日本國際教育旅行成果報告書. 2017年胡勝勛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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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502012 言者身之文: 郭店寫本關鍵字與身心思想 范麗梅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272 氣候變遷社會學: 高碳社會及其轉型挑戰 周桂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19 近代台灣女性史: 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洪郁如著; 吳佩珍, 吳亦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2319 近代台灣女性史: 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洪郁如著; 吳佩珍, 吳亦昕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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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立偉東方琴韻油畫創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一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政大長廊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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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大學土木工程系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啟示



9789863502326 工程圖學. 基礎篇 康仕仲, 張玉連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33 工程圖學. AutoCAD篇 康仕仲, 張玉連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40 福島事故後台日エネルギー政策の変換と原子力協力謝牧謙, 石門環編 精裝 2

9789863502357 浙東學術研究: 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鄭吉雄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64 劫後「天堂」: 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 巫仁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71 電腦對局導論 徐讚昇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88 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 李隆獻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395 傳承.創新.卓越: 永遠的臺大人精神 楊泮池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401 Special Issue on Pai Hsien-yung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2401 Special Issue on Pai Hsien-yung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2418 海德格<>闡釋 陳榮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02418 海德格<>闡釋 陳榮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02425 大觀紅樓. 正金釵卷 歐麗娟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3502449 福音演義: 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 黎子鵬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456 臺灣的都市氣候議題與治理 蕭新煌, 周素卿, 黃書禮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463 異鄉異客: 猶太人與近現代中國 徐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487 從逆寇到民族英雄: 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 陳永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211 蓬萊米的故事 謝兆樞, 劉建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8211 蓬萊米的故事 謝兆樞, 劉建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347 地獄.法律.人間秩序: 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陳登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347 地獄.法律.人間秩序: 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陳登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820 Photoshop平面設計的技術精粹 曹猛, 何平, 王平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479851 高血壓不可怕: 飲食、運動、用藥全方案 胡大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868 吃出好氣色: 經、孕、產、乳全方位飲食指南 劉劍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875 做個幸福的人吧! 吳知惠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882 夢中的婚禮: 細膩筆觸畫下絕美瞬間 朗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899 手作輕食罐沙拉: 好吃又好看!健康一罐帶著走!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02 跟Adobe徹底研究Premiere Pro CC Maxim Jag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8419 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CC Andrew Faulkner, Conrad Chavez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26 追求幸福的力量: 累積生活小確幸,過的快樂和自在默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33 家有漂亮寶貝: 必備單品x適宜場合,打扮不失誤王慶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40 激勵是工具,也是藝術: 有效激勵團隊的99種方法孫科柳, 李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57 我對時間有耐心(25週年紀念版) 林志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64 用Scratch自己寫程式: 互動式遊戲和動畫創意設計鄭苑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71 R語言: 邁向Big Data之路 洪錦魁, 蔡桂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8488 鑄鐵鍋家常料理: 70道簡單省時食譜 一廚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495 必學Dreamweaver網站設計與網頁製作的13堂課趙英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7237 就差一點點?微整形,專為妳的美麗提案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206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一本通 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213 Windows市集應用開發設計實務: 使用Visual Basic和XAML王安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7244 2017用InDesign CC輕鬆做設計 戴孟宗, 汪玟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268 台灣鐵道的故事: 火車停靠在你我的生命記憶 張鈺良, 許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275 森林系新娘妝髮圖解: 巧手新祕打造Fashion Bride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282 讓人生病的醫學Lie知識 石原藤樹作;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299 計算機概論: 邁向資訊新世代 陳德來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498203 解析!多媒體概論與實務應用 梁采汝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498210 學C語言從玩NXT樂高機器人開始(使用NXC) 李春雄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498227 男人都靠「小」腦思考?: 62則剖析男人真相的心裡話薛好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6

臺大磯永吉學會



9789869498241 聯想+創新+贏: Lenovo國際化十年征途 張小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258 圖解SO EASY!我搞懂財務報表了: 建立財務觀念,搞懂財務報表,錢才會流進口袋霍振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8265 頂級咖啡師的拉花技法: 基本技法X創意激發,初心者也能上手北京藝德前程學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272 看圖例學PowerPoint 2016 洪錦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8289 跟Adobe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Maxim Jago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98296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 Kelly Kordes Anton, John Cruise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514200 Android 7.X App開發之鑰: 使用Java及Android Studio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4217 HTML 5+CSS 3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4224 永生花浪漫手作: 情意深長,雋永不朽 王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231 歐洲風情畫: 淬鍊千年的文化底蘊 張曉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248 新鮮感!營養果汁的活力混搭: 每日一杯,補鐵,補鋅,補健康!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255 日本女醫親授!在家就能輕鬆進行的穴道治療法櫻月彩乃著; 陳利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262 又近又方便: 7-ELEVEN何能滲透你我的生活? 緒方知行, 田口香世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279 馬上就會Office 2013商務實作與應用 數位新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4293 活用C#及XAML設計與開發: Windows市集應用篇王安邦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515627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使用SQL Server 2012 李紹綸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515603 專業聚焦Computer Knowledge Today 白乃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610 Statistical Knowledge Today統計分析與應用 SSE 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634 開發Android APP 使用App Inventor 2輕鬆學 李春雄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9515641 風華絕代: 典藏電繪大師經典畫冊 遊藝網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658 當野菜遇見大根: 80道清蒸、熱炒、燉煮青菜食譜王大廚著 初版 平裝 13

9789869515658 當野菜遇見大根: 80道清蒸、熱炒、燉煮青菜食譜王大廚著 初版 平裝 -9

9789869515658 當野菜遇見大根: 80道清蒸、熱炒、燉煮青菜食譜王大廚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9515665 低油烘焙物語: 餅乾x吐司x麵包,80道入門小點心摩天文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672 放棄,就是最大的失敗: 馬雲給創業者的12堂管理課桂千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689 聽你,唱歌: 民歌、流行音樂、獨立音樂,唱出每一世代心聲命張鈺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696 跟養生名醫一起抗老: 活用100個養生妙招,讓你老年不失能向紅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707 Premiere Pro CC數位剪輯最重要的16堂課 葉人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714 會聲會影X10數位剪輯專家 梁采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769 跟Adobe徹底研究Flash CC Adobe Creative Team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783 Mac OS相片編輯全能王 Dion Scoppettuol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073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解題範本 李仲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097 一次學會InDesign排版設計X互動電子書 戴孟宗, 汪玟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103 徹底研究Dreamweaver CC James J. Maival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110 會聲會影: 高效能影音剪輯實戰(X6以上版本適用)秦邦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127 C教學範本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29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Unmanned Systems (ICIUS-2017)Lung-Jieh Ya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13 淡江大学日文系囯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予稿集. 105学年度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705 OPI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台湾大会)予稿集. 2017第11回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378 宮廷與海洋的交匯 李其霖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606 村上春樹中的秩序 沼野充義監修; 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651 歐盟全球經濟治理 陳麗娟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68 2017年度第6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1

送存冊數共計：61

淡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日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106 Handbook for investment and doing business in TaiwanLexcel Partners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581 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鍾宜玲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12598 智慧生活與物聯網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鍾宜玲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900 阿德勒個體心理學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黃孟嬌等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931 為什麼青少年都衝動? 大衛.華許(David Walsh)作 ; 李淑珺, 王傳明譯 增訂版 平裝 1

9789576938948 身體的智慧 摩謝.費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著; 易之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955 一次一點,反轉憂鬱 柯亞力(Alex Korb)著; 張美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8962 孩子你好,請多指教: 德式作風的台灣媽媽親子教養書李明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938979 午夜冥思: 家族治療大師華特克回憶錄 卡爾.華特克(Carl Whitaker)著; 傅馨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013 動物寫真素材集 江見敏宏作; 謝孝薇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3143 熱帶植物與多肉植物素材集 水野久美作; 蘇珽詡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909 與毛小孩約定的幸福 寒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23 流浪犬阿金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47 天使評鑑 雪原雪&神代栞凪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16410 鄉土襲產與鄉村旅遊: 新觀念、新價值、新願景黃服賜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812 活在只有創意才能生存的年代 崔圭著; 李會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829 猶太人致富的理由 褚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1400 荒野之狼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作; 闕旭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24 青田鎮推理故事. 第一輯, 尋找被詛咒的彩畫 翁裕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31 青田鎮推理故事. 第二輯, 尋找傳說中的奇人 翁裕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22 這樣說,那樣愛: 媒合近萬人美好姻緣推手,教你異性緣激增,終結單身的追愛22堂課春天會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39 如何看懂行書: 就字論字-從王羲之到文徵明行書風格比較分析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14 經濟學人104個大解惑: 從紙鈔面額、廣告秘辛,到航空公司如何節省成本的全面揭密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著; 范堯寬, 吳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21 包裹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著; 李博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45 競合談判: 從華航罷工到夏普併購,透析談判中必備的系統思考與動態決策林享能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52 爸爸,這題數學怎麼算?: 理解孩子的思考邏輯,一起從生活中翻轉數學羅勃.伊斯威(Rob Eastaway), 麥克.阿斯庫(Mike Askew)著; 洪萬生, 洪贊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2469 15分鐘越吃越精瘦 喬.韋克斯(Joe Wicks)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76 餐桌上的經濟學家: 我們被食衣住行的費用追著跑,錢都到哪裡去了?趙源敬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90 塊肉餘生記(全譯本)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林婉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村文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麻豆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惇安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9789864772506 塊肉餘生記(全譯本)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林婉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72483 塊肉餘生記(全譯本)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林婉婷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72513 三萬日圓的電扇為什麼能賣到缺貨?: 只要一張圖,就能學會熱賣商品背後的秘密!坂田直樹著; 林依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20 隋唐詩詞信手拈來 黃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37 直播行銷革命: 13招直播變現技巧X8大產業實戰應用,從企業到素人都適用的爆紅影響力李科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68 半個地球: 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金恆鑣, 王益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99 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 周國平, 濟群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612 老爸給我的最後一份禮物 珍妮絲.史普林(Janis Abrahms Spring), 麥可.史普林(Michael Spring)著; 鄭嘉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2629 樂高建築師 湯姆.艾爾芬(Tom Alphin)著; 林育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2636 你可以改變自己嗎?: 當先知遇上尊者與科學家,一場關於人與生命的對話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643 迫害效應 吳子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650 這個點子有搞頭嗎?: 網路創業大師讓你的點子變現金帕特.弗林(Pat Flynn)著; 馮丞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674 裸眼看星空: 觀星達人教你善用APP、網路資源及簡易工具,輕鬆觀察各種天文景象鮑伯.金恩(Bob King)著; 丁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681 資治通鑑. 前編 公孫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2698 資治通鑑. 續編 公孫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2728 佛法科學總集: 廣說三藏經論關於色心諸法之科學論述總集編著小組編著; 達賴喇嘛監製; 蔣揚仁欽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4772735 德國國民必讀圖解世界哲學史 彼得.昆茲曼(Peter Kunzmann), 法蘭茲-彼得.步卡特(Franz-Peter Burkard), 法蘭茲.魏德曼(Franz Wiedmann)著; 黃添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2759 陽轉思考: 77個從逆境奮起的轉念智慧,人生再沒什麼過不去小田全宏著; 李麗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766 愛自己,和誰結婚都一樣 愛娃-瑪麗亞.楚爾霍斯特(Eva-Maria Zurhorst)著; 許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03 從弱勢品牌到市場強者: 缺錢缺人也能直擊對手要害、創造40倍業績的屠龍行銷術李政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10 論美,論愛: 柏拉圖<>譯註 柏拉圖(Plato)原著; 孫有蓉譯註.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27 LEAP新商業模式: 全球頂尖企業實現量子跳躍式成長的法則名和高司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34 白爛貓超有事名信片分享書 麻糬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41 好習慣勝過好煩惱: 韓國最強學習顧問首創「系統模式學習法」, 不是資優生也能進入第一學府!閔晟源, 金智賢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58 宇宙、身體、自在天: 印度宗教社會思想中的身體觀黃柏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65 辯經辯人生: 羅卓仁謙快狠準說佛法 升級你的辯思與覺察能力羅卓仁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89 日本全能邏輯圖解大師的超.邏輯思考工作術: 突破自以為是的盲點,48個工作向上的最佳策西村克己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02 靈魂不歸法律管: 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黃榮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19 別讓買房變成你的惡夢: 不動產交易不可不知的15種糾紛實務判例解析可道律師事務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33 正念陰瑜伽: 自我療癒與轉化之道 Michelle Ch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40 小小孩的烘焙練習曲: 給2-6歲孩子的生活五育書曾雅盈, 羅元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57 人不必活得腰痠背痛: 痠痛檢測、按摩、伸展、運動保健全書向志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71 正義與差異政治 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著; 陳雅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88 失智可以預防,更可以治癒 麥可.內爾斯(Michael Nehls)著; 呂以榮, 彭意梅, 許景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08 樹之歌: 生物學家對宇宙萬物的哲學思索 大衛.喬治.哈思克(David George Huskell)著; 蕭寶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39 失控的同理心: 道德判斷的偏誤與理性思考的價值保羅.布倫(Paul Bloom)著; 陳岳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53 致死之病: 關於造就和覺醒的基督教心理學闡述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著; 林宏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69 老子為你排難解憂 王小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83 世界名校高材生的會讀會玩學習法 馬丁.克倫格(Martin Krengel)著; 彭菲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90 那些神話教會我的人生: 從眾神、英雄的故事思索生命難題的意義與解答莉絲.格林(Liz Greene), 茱麗葉.沙曼-伯克(Juliet Sharman-Burke)著; 陳筱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363 愚人學校 薩沙.索科洛夫(Sasha Sokolov)作; 宋雲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111 往生助念本 平裝 1

9789869469128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手抄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751 妙法蓮華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20冊 2

9789869434768 妙法蓮花講經記 徐醒明講述 平裝 第21冊 2

9789869434775 妙法蓮華經講記二十一 徐醒民講述 1 其他 1

9789869434782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記 徐醒民講述 1 其他 1

9789869434799 妙法蓮華經講記十八 徐醒民講述 1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52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船底座阿爾法



9789869537407 妙法蓮華經講記二十 徐醒民講述 1 其他 1

9789869537414 妙法蓮華經講記十九 徐醒民講述 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643 華彩羽裳后翩舞 陳立賢編著 精裝 1

9789869409650 刀工技法入門 鄭銘松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9667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美燕等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9409629 幼兒文學 鄭麗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9674 餐飲安全與衛生 蘇紅文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79584 30分鐘,輕鬆做無油煙烤箱料理 Amand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591 身體的變異: 疾病書寫的敘事研究 唐毓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652 超聰明圖解心理學 植木理惠著; 林德龍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1779799 細胞分子矯正醫學聖經 亞伯罕.賀弗(Abram Hoffer), 安德魯.索爾(Andrew W. Saul)合著; 謝柏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79959 開始遊韓國說韓語 張琪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0048 狗勇士首部曲. 5, 絕處逢生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0925 心律不整: 認識心律不整與治療的72個方法 江碩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31090 書寫熱帶島嶼: 帝國、旅行與想像 高嘉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137 苦難敘事與身體隱喻: 從身體感知的角度閱讀當代女作家作品李欣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281 野遊觀察指南: 山野迷路要注意什麼?解讀大自然蛛絲馬跡,學會辨識方位、預判天氣的野外密技崔斯坦.古力(Tristan Gooley)著; 張玲嘉、田昕旻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472 賴和文學論 施懿琳, 蔡美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431489 賴和文學論 施懿琳, 蔡美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431625 頭髮保養解密: 全方位養髮、增髮、護理頭皮的秘訣劉國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694 最新科學抗癌藥用植物圖鑑 劉景仁, 張建國, 劉大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24 和狗狗一起去旅行: 友善寵物親子民宿101 洛基小聿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48 「竟然這麼簡單!」的經濟入門書 塚崎公義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786 高濃度維生素C注射與斷糖的癌症治療法 西脇俊二著; 高淑珍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31793 皮膚照護教科書 高瀬聰子, 細川桃著; 盧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23 終結你的沒效率: 43種可以更聰明的工作方法 海倫.賽古拉著; 李姿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30 喵星人,想什麼?: 了解貓咪心情的89個祕訣 壹岐田鶴子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47 飛機力學超入門(圖解版): 讓飛機飛上天的航空基礎工程學中村寬治著; 魏俊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54 SEX運動指導手冊 辰見拓郎, 三井京子合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61 貓戰士部族誕生5部曲. II, 迅雷崛起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78 Grace's法則: YouTube女王教你成人必備的生存妙招格雷斯.赫爾比希(Grace Helbig)作; 吳湘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85 角蟬: 不可思議的昆蟲 丸山宗利作; 藍嘉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892 跑步的科學與實務: 如何探索極限,透過訓練達到最佳表現史蒂芬.麥格尼斯(Steve Magness)著; 田昕旻譯 平裝 1

9789864431908 騎鵝歷險記 賽爾瑪.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著; 李毓昭譯 平裝 1

9789864431922 小熊維尼. 1, 全世界最棒的小熊 保羅.布萊特(Paul Bright)等作; 馬克.伯吉斯(Mark Burgess)繪; 郭恩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39 椰子用法大全: 一瓶椰子油搞定你的生活,讓你愛上椰子的70道神奇料理凱薩琳.阿特金森(Catherine Atkinson)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46 想成為一流,就學習一流人士 海老一宏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53 每個員工都重要: 把員工擺第一,關愛猶如家人,你會擁有超凡力量鮑勃.查普曼(BOB CHAPMAN), 拉吉‧西索迪亞(Raj Sisodia)作; 席玉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77 維生素C救命療法: 高量維生素C可逆轉不治之症,對感染和病毒疾病尤其有效!湯瑪士.李維(Thomas E. Levy)著; 吳佩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84 走向世界的菁英養成教室: 國際觀入門的九堂課福原正大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1991 圖解台灣史 郭婷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04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 綠亞譯; 曾銘祥繪 平裝 1

9789864432042 哈瑪星臺灣鐵道館: 臺灣百年鐵道縮影 謝明勳, 童振疆, 古庭維等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059 圖解生理學 田中越郎著; 蕭珮妤譯 平裝 1

9789864432097 衝吧!你可以的: 瑪雅教你挖掘內在的潛能、改變自己的世界瑪雅.潘恩(Maya S. Penn)作; 吳湘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27 餐桌上的生物學 小倉明彦著; 魏俊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89 婦女崩漏疾病的中醫診治: 南宋名醫陳自明之啟示林邑蓉, 楊仕哲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196 肉、蛋、起司飲食法:MEC飲食讓你餐餐吃得飽又能健康瘦!渡邊信幸監修; 盧宛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233 天才筆記術: 靈活運用心智圖,實現思考轉換的方法內山雅人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271 繪圖解說昆蟲的世界 藤崎憲治作; 高詹燦, 余明村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01 手繪自然筆記 朱珮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18 The Longevity Book甜姊的長壽之道: 老化科學、力量生物學與時間的特權Cameron Diaz, Sandra Bark著; 郭珍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啟英文化



9789864432325 想知道的100個飛機問題 秋本俊二作;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32 (超圖解)土壤的基礎知識 藤原俊六郎作;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49 貓戰士部族誕生5部曲. IV, 熾烈之星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謝雅文,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56 想當人的貓 羅伊德.亞歷山大(Lloyd Alexander)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63 圖解睡眠醫學 内田直著; 高詹燦,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70 最想知道的貓咪不可思議! 今泉忠明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387 變革.變革.再變革: 給領導者21種激勵團隊擁抱變革的方法馬克.安德森, 湯姆.費登斯坦作; 謝佳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2394 0-5歲完整育兒百科 美國小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00 陰陽性愛術 マリリン満月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17 心智圖單字記憶法 蘇秦, 楊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24 胖吉貓著色書 克萊兒.貝爾頓(Claire Belt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31 戴墨鏡的飛鼠(典藏版) 瓦歷斯.諾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2455 馬克吐溫的人生建言: 飲食、運動、美貌、時尚、投資、戀愛、健康與快樂馬克.達維茲亞克編著; 吳湘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62 麻醉科醫師的憂鬱 主動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79 科學驚奇探索漫畫. 1: 恐龍白堊紀冒險 小林快次監修; 桃田さとみ漫畫;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86 心智圖筆記術 胡雅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493 日本妖怪的世界 小松和彦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09 臺灣博物館散步GO: 30條最潮博物館群創意觀光路線蘇明如著; 蘇瑞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16 創意貓宅改造術 傑克森.蓋勒克西(Jackson Galaxy), 凱特.班潔明(Kate BenJamin)作; 好色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23 貓戰士外傳. X,蛾飛的幻象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30 臺語漢字學 陳世明、陳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54 多肉植物圖鑑. II, 景天科 梁群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61 貓戰士部族誕生5部曲. V, 分裂森林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鐘岸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78 圖解IoT物聯網 小泉耕二著; 黃玉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85 動物靈媒. 2, 一擁而出 雅各.格雷(Jacob Grey)著; 羅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592 繪圖解說用圖了解生態 鷲谷いづみ著; 後藤章繪; 林姿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08 圖解臺灣老地名 莊文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15 寵物美容師的五堂必修課: 晉級世界級美容師真傳心法,熱愛寵物的你需要知道的知識梁憶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22 21天排毒計畫: 超完美個人排毒淨化法 蒂亞娜.米妮克(Deanna Minich)作; 王耀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46 老虎策略: 讓你完美結合明確、力量、鬥志、專注與堅定的關鍵技能洛薩.薩沃特(Lothar Seiwert)著; 李博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53 蕈類圖鑑 大作晃一攝影;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60 一次搞懂痛風 姜周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77 格列佛遊記 強納森.史威特(Jonathan Swift)著; 張惠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84 讀懂孩子的心: 兒童行為心理學,讓爸媽不再困惑的50個小技巧李群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91 科學驚奇探索漫畫. 2: 昆蟲世界大逃脫 岡島秀治監修; ミク二シン漫畫;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07 誕生日大全: 生日、星座、數字的力量 Saffi Crawford, Geraldine Sullivan作; 李紅紅, 鄭崢合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2745 貓戰士部族誕生5部曲. VI, 眾星之路 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鐘岸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69 堅果奶、堅果醬料理大全 凱薩琳.阿特金森(Catherine Atkinson)作; 張鳳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83 台灣民間故事. 2: 義俠廖添丁 陳景聰作; 維真工作室繪 平裝 1

9789864432790 下一站: 印度: 印度人的「能力」與「腦力」,縱橫跨國企業領導者激增的秘密!山下博司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37 腦霧修復: 3週內,喚回你的注意力、記憶力與喜悅。麥克.道(Dr. Mike Dow)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51 圖解台灣廟宇戲文圖鑑: 聽!郭老師廟口說演義 郭喜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230 我的正道人生: 獅子王道 王瑞拱作; 簡伊婕, 蕭喜文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3261 楊起元思想之探究與定位 葉守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278 擺盪: 古典與現代之間論文選集 林燕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233 探討現今古箏演奏藝術: 以「陳伊瑜箏樂演奏會-穿梭在古與今的古箏藝術」為例陳伊瑜撰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401 鋼琴的奇幻旅程. 1, 亞洲篇.樂理 林嬑欣, 李姿嬅, 車宣儀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5347 清流激墨: 清流畫會25週年會員聯展專輯. 第五集曹鶯, 羅仁志, 廖穆珊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旋音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流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89

送存冊數共計：90

捷英社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278 圖解美國人每天說的話 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292 Fast Forward. Level 1 林怡伶等[作] 其他 1

9789865676308 Fast Forward. Level 2 程春美等[作] 其他 1

9789865676315 Fast Forward. Level 3 李右芷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476 一本戰勝!商務英文E-mail全情境指南: 商務英文書信抄這本就搞定!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4483 我自己先學: 第一本為父而寫的英語單字書 張紫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4490 一本有感!5分鐘的英文文法革命 吳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912 我真的不是潑冷水! 杜紫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943 自「遊」自在玩日本: 一個人旅遊日語會話袋著走!張小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7950 英文句型看這本就夠了: 生活中95%會用到的英文，只要72個關鍵句型就能搞定曾韋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967 我自己先說!: 第一本為父母而寫的英文會話書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606 第一本親子英文單字書: 孩子,英文單字好簡單(字卡應用篇)!李存忠, 周昱葳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613 第一本親子英文單字書: 孩子,英文單字好簡單(學習技巧篇)!李存忠, 周昱葳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620 想不瘦都難!我的7天好腰瘦計畫: 7天時間,一天一試,找出自己的瘦肚key point!洪素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621 青春健康好撩人 吳德強, 趙詠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638 EMBA暨碩士在職專班報考指南. 2018 全國考訊企劃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645 靈性開悟進程奧義手札 江慶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502 春天的花園 讀<> 黃郁軒圖.文 精裝 1

9789869452519 夏天的農場 讀 <> 黃郁軒圖.文 精裝 1

9789869452526 秋天的森林 讀 <> 黃郁軒圖.文 精裝 1

9789869452533 冬天的山野 讀 <> 黃郁軒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107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21 東京人,你為什麼有時間穿小孩?: 設計師的東京時尚生活觀察,以及那些大師教我的事張天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76 Play.紙標本: 聽黃子欽說封面故事 黃子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83 享受吧!飯、島、愛 小鳥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0190 史丹利.大叔的法則: 我不懂人生的體會,只懂人生的體位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09 四十歲,然後呢? 水瓶鯨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16 鄉狼金桃 張天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23 低調腐女的高調告解 摸摸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30 愛、不愛都有病 艾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47 言花 魏如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54 當然也不是都那麼OK 路嘉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61 臺灣之光設計師: 10組揚名國際臺灣新銳工業設計者的故事啟動文化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85 吉人痣有天相: 家有諧星貓我是白吉 張角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5492 臺北男孩,這麼漂亮 陳昭旨攝影.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08 家有諧星貓: 享受呼嚕呼嚕的幸福感 張角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22 不愛會死 路嘉怡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39 愛情專線1999 密絲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46 當女兒的超級英雄: 爸爸人發揮超能力,拯救女兒的時候到了!張天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53 納豆剛剛好的練習 納豆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頂晉文創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捷徑文化



9789869407960 來-跟毛小孩聊天: 透過溝通,我們都被療癒了! Lesli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77 來-跟毛小孩聊天. 2, 最溫暖的情感在日常 Lesli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84 遇見100%的貓咪: interview by Pepe桑 Pepe桑作; 林心雁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7991 在臺南生活的一百個理由 何芊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25 IGisele的超級醫美工具書: 讓妳偷偷從頭美到腳的38個關鍵IGisele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32 Melody的幸福3元素: 閉嘴、放空、微笑 Melody殷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49 歐巴,開動囉: 宋米秦的幸福韓式料理 宋米秦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56 宅之小惡魔: 小Call有時變態,有時候壞 小Call著; Twiggy, Virginia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63 帳單日記: 中古小姐X史丹利的人生實境秀 中古小姐,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70 啾!瑞莎: cem cem Larisa寫真書 瑞莎作; David Barker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8394 左左右右的HAPPY ABC 左左右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09 想入非非：一個人的東非130天大縱走 李郁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16 辭職旅行的意義：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化成更好的人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12

9789869415316 辭職旅行的意義：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化成更好的人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9

9789869415316 辭職旅行的意義：拉丁美洲的感動；讓自己進化成更好的人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2

9789869415323 留味行: 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以及奶奶的十一道菜瞿筱葳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30 史丹利沖繩不能停 史丹利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15347 請問么零么在哪裡?: 一個北京女學生的愛臺灣遊學記張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54 三回目的京都: Milly的日常感關西旅行提案 Mill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61 史丹利來去夏威夷 史丹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78 小島旅行: 跳進瀨戶內的藝術風景 林凱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5385 手繪旅行日和: 臺北、東京到巴黎,我離不開的咖啡館、文具雜貨店與市集Fanyu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08 首爾long stay: 大發!大發!體驗超夢幻韓國在地生活!屋哩阿沙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15 全球單一純麥威士忌一本就上手 黃培峻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22 手繪京都日和 林凡瑜(Fany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46 這樣想沒錯但也不對的40件事: 哲學家告訴你關於戀愛、校園、人生、心理、社會的大哉問冀劍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60 青島東路三號: 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顏世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84 行動小廚房. 2, 悶燒罐的養生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6191 你還會記得我嗎?在很久、很久以後: 16封情書的故事京秋呼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02 史丹利前進石垣島 史丹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19 行動小廚房: 悶燒罐的美味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26 北歐超完美丈夫的秘密: 做家事帶小孩不過是份內的事而已李濠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33 行動小廚房. 5: 小烤箱的超萬用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40 荷蘭式快樂：做自己，不需要說對不起的人生觀陳宛萱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57 行動小廚房3: 燜燒罐的副食品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64 行動小廚房. 4, 燜燒鍋的超好用指南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19871 行動小廚房. 6: 小朋友的不挑食指南 香蕉哥哥, 致!美好生活促進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06 想愛,卻不能愛的人: 那些但求魂夢與君同的66首情詩時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13 動物國的流浪者 鄧紫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20 新.經典料理 香港商酷彩法廚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37 海賊王的哲學課: 正義、夢想和人生的偉大航道冀劍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44 看甄嬛學詩詞: 六十六首詩詞出戲入戲 時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51 鎌倉、海街好日子: 「觀光以上、住人未滿」的湘南私我路徑Mill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68 為青春出發：馬克X瑪麗的歐遊點點點 馬克, 瑪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75 菜鳥,快飛!: 臺灣聽障女籃的故事 臺灣聽障女子籃球隊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82 如果那是一種鄉愁叫臺南 米果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099 手繪香川日和 Fanyu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4301 快樂至上,西班牙! 上田莉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4318 離開練習曲：77次出發，返抵下一個新起點 藍白拖作 其他 1

9789869424325 歡迎光臨紐約大蘋果遊樂園：獻給創意人的靈感城市旅行鄧晴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4332 咖啡職人的愛與偏執: 好咖啡值得一生追尋 譚聿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4356 殺死小甜甜 蔡燦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19 與地共生,給雞唱歌 李盈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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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9483650 高調腐女的低調養成 摸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005 這裡讓愛不流浪: 中途咖啡「浪浪別哭」的暖心故事譚柔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79 米粒Q的巴黎私心瘋 米粒Q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593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2 米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23 轉個彎就到了: 給新手的20條台灣登山路線 段慧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61 爺們的BL Thank you竜生, 春日太一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930685 告別痠痛麻 葉建民, 溫建新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854 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 西藏問題評論集 茱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861 世界多元之美: 達賴喇嘛與青年世代對話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8861 世界多元之美: 達賴喇嘛與青年世代對話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97072 聽聲辨人: 從聲音聽個性,了解自己與他人 周震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089 以聲訴情: 諦聽朗讀之美 周震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096 聲聲不息: 滋養關係的親子對話 周震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02 如果世局混亂迷霧蔽天,怎麼辦?談遯卦,說說諸葛孔明王浩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19 如果自我感受良好得意忘形,怎麼辦?談謙卦,說說東方朔王浩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26 如果眼界不寬需要求新求變,怎麼辦?談旅卦,說說李白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33 當你日正當中的時後,怎麼辦?談豐卦,說說郭子儀王浩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71 漢朝軍師: 張良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88 春秋軍師: 范蠡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195 戰國軍師: 鬼谷子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01 明朝軍師: 劉伯溫的人生智慧 曾仕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18 痞子英雄: 劉邦的成功學: 亙古不變之職場勝出術嚴定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25 李光耀的建國智慧 劉必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32 鄧小平的改革謀略 劉必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49 蔣經國的務實政治 劉必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56 孫運璿的領導典範 劉必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63 記憶改寫,回到原本美好的自己 吳娟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96563 為什麼想成功似乎很困難: 超越巔峰之簡單定律彭一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70 為什麼另一半永遠講不聽: 兩性相處之和平效應彭一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87 為什麼工作上總是有麻煩?: 職場縱橫之必勝法則彭一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294 讀一本書,叫認識自己 李枝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00 許自己一個快意生活 李枝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97317 愛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李枝桃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116 全民英檢初級、中級字彙密碼: 以字首、字根、字尾、字源、字音、字形完全解析全民英檢初級、中級單字藍易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9385 史記(第壹卷) 司馬遷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392 史記(第四卷) 司馬遷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415 互聯網金融來襲銀行如何做好立體化營銷 孫超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989545 文化主體: 天人合壹的思想內涵 楊國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552 世界聯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展開 胡元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637 打造超級網紅 沈宇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03 古往今來: 歷代更替與王朝千秋 鐘雙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65 孕婦產後美麗手冊 朱愛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89989 古代戶籍: 歷代區劃與戶籍制度 邢建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65 互聯網+農業: 打造全新的農業生態圈 裴小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89 商業生態圈: “互聯網+”時代,構建互贏共生的商業生態模式江遠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496 戰商: 微商3.0時代如何做最賺錢 黃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57 汽車王國裏的愚公: 鄭周永 顧文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64 美國汽車大王: 福特 烏日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71 創造財富神話的石油大王: 洛克菲勒 劉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588 締造商業神話的零售巨頭: 沃爾頓 周麗霞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博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清涼音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捷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78

雪域



9789865603595 亞州投資超人: 李嘉誠 李丹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32 世界計算機之父: 小托馬斯·沃森 趙壹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49 從電腦神童到世界首富: 比爾.蓋茨 張學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56 世界金融大鰐: 索羅斯 劉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63 企業經營之父: 盛田昭夫 李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70 由小報老闆到傳媒大亨: 默多克 王金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87 世界經營之神: 松下幸之助 李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694 華爾街的金融霸主: 約翰.摩根 郭艷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700 機器人+: 正在席卷全球的機器人革命 劉芳棟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717 世界時裝大師: 皮爾.卡丹 石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724 考古遺珍: 中國的十大考古發現 衡孝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731 金光燦爛 藏傳佛教的著名寺院 潘玉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748 經營者不得不學的消費心理學 李征坤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3755 向上管理：如何正確彙報工作？ 蔣巍巍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762 我是職業經理人 謝日輝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779 跑步者說 林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786 妙嘴刻人生 郝鳳波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793 向員工要利潤 郭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09 公司喜歡這樣的員工 郭鑫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23 化解衝突 金雪蓮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16 品菜根譚學管理 吳學剛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30 生氣不如爭氣 鬥氣不如鬥志 羅芬芬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47 沒煩惱的活法 大衛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54 強將手下無弱兵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61 重塑自我 李鳳岐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78 “甩手掌櫃”的用人哲學: 管人用人的9條金科玉律鄭一群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85 遇見成功的自己 郭德紅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892 讓婚姻喘口氣 郝鳳波,袁麗萍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08 認識自己 薑翠萍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15 青少年最想問的66個人生不等式 李石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22 20幾歲可以改變人的一生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39 32個好習慣決定孩子一生 一帆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53 這些事別等老闆交代 嘉澤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60 性教育從“零”開始: 如何跟孩子談“性” 金雪蓮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77 品道德經學管理 吳學剛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84 亮出自己 郝鳳波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3991 1秒鐘改變世界 田由申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99 渠道戰爭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82 品論語學管理 吳學剛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13 官學盛況 國子監與學宮的教育 董勝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06 教化於民: 太學文化與私塾文化 李勇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37 成功是折騰出來的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20 化學: 看不見的大變化 臺運真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68 高貴的個性 奧裏森.馬登編著; 逸凡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75 男人如何管好自己 劉昊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105 中國商道 : 智慧╴╴大富靠智 小富靠勤 任學明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51 飯局就是生產力 田由申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044 易經中的謀略之道 田由申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280 你想贏嗎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327 好關係是搞出來的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136 讀三國有心機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174 讚美的力量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365 贏在距離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297 帶著快樂去工作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143 較量：中國歷史上36場以弱勝強的戰爭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150 幸福是一種活法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310 計較少一點 快樂多一點 席海燕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242 讀三十六計學做人做事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358 父母教給孩子的人生第一堂課. 男孩篇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228 這樣的男人會來事會賺錢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198 女人這樣最成功 席海燕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266 創業改變命運 馬銀春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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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926275 輕拂智慧的風鈴: 感動小學生的100個智慧故事武瑛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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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926411 7天打造頂尖導購員導購高手速成課程 倪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6428 誰主沈浮: 影響未來世界經濟的22位巨人經營內幕許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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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926602 白衣女人(中文導讀英文版) 威爾基.柯林斯編著; 王勳, 紀飛 ,等 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6619 鐵路邊的孩子們(雙語版) 伊迪絲.內斯比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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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927074 沙皇的信使(中文導讀英文版) 儒勒.凡爾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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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927746 勸導(雙語版) 簡.奧斯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753 集外集 魯迅作品精選 蕭楓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777 拉封丹寓言, 上冊(雙語版) 拉封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784 綠野仙蹤(雙語版) 萊曼.弗蘭克.鮑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791 大學生心理互助研究 張敏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07 無名的裘德 哈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14 7-11之戀 蔡智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21 湯姆.索亞歷險記(雙語版) 馬克.吐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38 叢林故事(雙語版) 羅德亞德.吉卜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45 拉封丹寓言, 下冊(雙語版) 拉封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52 亞瑟王的故事(雙語版) 王勛 ,紀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69 敝帚集鬱達夫作品精選 簫楓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76 福爾摩斯回憶錄 阿瑟.柯南.道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83 小熊維尼歷險記(雙語版) 米爾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890 木偶奇遇記(雙語版) 卡爾洛.科洛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06 赫可特的繼承權 霍瑞修.愛爾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13 黑駿馬 安娜.休厄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20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羅贛權, 范葉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37 卡斯特橋市長(雙語版) 托馬斯.哈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44 大學生心理健康 林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51 傲慢與偏見(雙語版) 簡.奧斯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68 快樂王子: 王爾德童話故事全集(雙語版) 奧斯卡.王爾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75 海蒂(雙語版) 約翰娜.施皮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82 流動的盛宴(中文導讀英文版) 海明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7999 愛默生隨筆(雙語版)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02 曼斯菲爾德莊園 中文導讀英文版 簡.奧斯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19 美國簡史(雙語版)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26 野性的呼喚, 白牙(雙語版) 杰克.倫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33 致加西亞的信(雙語版) 阿爾伯特.哈伯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40 華蓋集 魯迅作品精選 蕭楓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57 嘉莉妹妹(雙語版) 西奧多.德萊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64 伊凡王子(雙語版) 格羅史密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71 落葉: 徐志摩作品精選 蕭楓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88 傑克.倫敦短篇小說精選(雙語版) 傑克.倫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095 青少年成長必知的心理學定律 羅渝民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01 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 傅學良, 恒黎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18 大學生心理衛生 馬建青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25 小王子穆爾加(雙語版) 王勛, 紀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32 喀爾巴阡古堡, 牛博士(中文導讀英文版) 儒勒.凡爾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49 地心游記(雙語版) 儒勒.凡爾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56 凱撒大帝(雙語版) 詹姆斯.鮑德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63 5分鐘瘦身 石賢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70 莫泊桑短篇小說精選(雙語版) 莫泊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194 包法利夫人(中文導讀英文版) 福樓拜編著; 王勳, 紀飛, 等 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00 愛麗絲漫遊奇境(雙語版) 路易斯.卡羅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17 世界經濟基本知識 張伯裏, 陳江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24 世界名人成長歷程, 1 竭寶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31 地下之城(雙語版) 儒勒.凡爾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48 喬伊歷險記(中文導讀英文版) 霍瑞修.愛爾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55 掌控你的心理: 你不可不知的50心理問題 段軍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6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醫師 趙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79 世界名人成長歷程, 2 竭寶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86 《千金方》中的美容養顏經: 調理女性陰陽五行的國醫寶典李建才, 範海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293 哈克貝利.費恩(雙語版) 馬克.吐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09 動物莊園(雙語版) 喬治.奧威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16 飄, 下部(雙語版) 馬格麗特.米切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23 牛頓與蘋果(雙語版) 詹姆斯.鮑德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30 老人與海(中文導讀英文版) 海明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47 獅子的王國(雙語版) 格羅史密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54 陽光下的守望: 感動小學生的100個親情故事 武瑛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61 紅與黑(雙語版) 司湯達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78 八十天環游地球(雙語版) 儒勒.凡爾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85 還鄉(雙語版) 哈代編著; 王勳, 紀飛, 等 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392 美麗的伊甸園(雙語版) 格羅史密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08 伊斯蘭經濟思想 劉天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15 發明的故事(雙語版)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22 長腿叔叔(雙語版) 珍.韋伯斯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39 神秘島, 上部(雙語版) 儒勒.凡爾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46 彼得.潘(雙語版) 詹姆斯.巴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53 福爾摩斯冒險史 阿瑟.柯南.道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60 大學生心理健康(21世紀高等教育系列系列教材)楊誌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77 空山靈雨: 許地山作品精選 蕭楓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84 了不起的蓋茨比(雙語版) 弗.斯格特.菲茨杰拉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491 兒童文藝心理學 姚全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07 海狼(雙語版) 傑克.倫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14 沃爾特的考驗(雙語版) 霍瑞修.愛爾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21 啟蒙.中國 評析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的20位世界級巨擎張雪瑩, 李欣明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38 英國人的特質(雙語版) 愛默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45 富蘭克林自傳(雙語版) 本杰明.富蘭克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52 簡.愛(雙語版) 夏洛蒂.勃朗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69 營銷主管績效管理方法 呂建華, 高瑞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76 農民闖市場實用營銷知識探討 葛深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83 世界著名企業的營銷經典 顏炳榮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590 數字化營銷 弓劍煒, 鄭平, 王金巖, 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06 現代文明離我們有多遠: 為湘西的經濟與管理把脉彭學明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13 營銷人員的時間管理 劉志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20 營銷策劃8大法寶 舒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37 汽車營銷實務 裘文才, 崔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44 人際交往中的心理學 朱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51 營銷商務談判 萬成林, 舒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68 市場營銷學 孫瑋林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75 沙漠法則: 107則非傳統的營銷秘訣 趙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82 《黃帝內經》養生全書 情志養生 張湖德, 王毅夫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699 安徒生童話全集, 下(雙語版) 安徒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05 女人四十 做自己的心理醫生 劉靜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12 《理想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 胡曉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29 面試 公務員考試一本通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36 賣魔法火柴的女孩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43 讓生命悄悄告訴你 黃萬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50 物歸原主的玩具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67 財富靈感 陳亞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74 相信自己是優秀的: 每一個學生都應具備的成長理念張一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81 天天向上: 年輕人要熟知的2000個文化常識 水淼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798 拿什麼安慰自己: 成長那些事兒 周星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04 員工修行日記: 一年之內成為傑出員工 吳一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11 心若綻放: 清風自來 李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28 拿什麼超越自己: 工作那些事兒 周俊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35 我的鑽石人生 笑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42 比爾.蓋茨: 從世界首富到世界首捐 于成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59 不生氣地工作 邱永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66 從第一代戰爭到第五代戰爭 楚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73 華為的執行力 華通諮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80 拿什麼養活自己: 理財那些事兒 艾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897 不翼而飛的豬 陸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03 藝術, 科學與文化創新 胡顯章, 曹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10 健康的金鑰匙. 認識生命 管理健康 梁光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27 責任的力量 孫科炎, 武義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34 忠誠的報酬 孫科炎, 武義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41 守衛財富: 調整你的理財思路 世紀藍海理財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58 放下煩惱: 遇見快樂的自己 陳德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65 醫改, 醫管: 贏策略 黃燕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72 從QC到總經理 晨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89 無限的探索 沈宏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8996 從歷史看職場 商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09 優勢型經理人 吳光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16 琴言: 經濟與生活的韻律 許均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23 總統來信: 美國總統書信精選 王瑞澤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30 菊與刀 本尼迪克特著;王勳, 劉尚毅, 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47 普通百姓致富之路 段紹譯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929054 四位美國偉人 詹姆斯.鮑德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61 婆媳的美好關係 五瓣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78 行銷中的心理學 張海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85 精神也需要理財 陳德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092 謀生記 宇陽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08 貓和老鼠 拉封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15 龜兔賽跑 拉封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22 商智: 聆聽CEO的頂級智慧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39 綠光森林 綠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46 裡柯克短篇小說精選 裡柯克著; 王勳, 紀飛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53 綠山牆的安妮 露西.莫德.蒙哥馬利著; 王勳, 紀飛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60 歐文隨筆 歐文著; 王勳, 紀飛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77 歷史北京 郗志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84 勝跡北京 班武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191 掌故北京 常林, 白鶴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07 新聞英語高頻詞 金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14 旅遊英語開口說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21 新聞英語關鍵句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38 詩文北京 錢世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45 趣聞寧夏 郭永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52 書院北京 俞啟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69 趣聞雲南 陶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76 趣聞河北 聶樹鋒, 高建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83 趣聞遼寧 謝春生, 吳興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290 怎麼活才不累 白領減壓手冊 邰啟揚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06 茶事微論 金剛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13 趣聞廣東 胡幸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20 商務英語開口說 金利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37 飯店危機服務 王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44 趣聞江蘇 肖飛, 章曉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51 出境旅遊領隊實務 王健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68 旅行社產品經營智慧 王健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75 趣聞山東 王晨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82 行走.閱讀: 關於歐洲的筆記 顧功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399 幸福心理學: 心理學家談自我減壓 邰啟揚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05 趣聞北京 常林 白鶴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12 民俗北京 宋衛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36 0~3歲全腦開發親子遊戲大全 馬秀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43 1日5分鐘 美顏塑身小動作 孫全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50 一學就會的家常小炒288例 何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67 LOHAS健康生活 樂活(北京)環境文化中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74 Honey,聽最美胎教音樂 菅波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81 川菜辣過癮2888例 石玉發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498 巴黎關係 張亞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04 不打不罵教孩子60招 成墨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11 一學就會飲食養生宜忌 《中醫養生保健讀本系列叢書》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28 北京小吃 陳連生,肖正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35 古玩收藏投資解析 瓷器 宋建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42 只花5元純天然面膜自己做 三省出版社編輯部,千太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59 百變袖珍盆裁 林雨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66 在家做糖果 李雪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73 古玩收藏投資解析 玉器 宋建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80 豆漿養生一本通 黃淑玲,李世俊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597 簡單易做家常菜2888例 許振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03 吃的百變竅門 漢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10 好吃易做百姓菜 阿朵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27 打造魅力女人 王馨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34 合不攏的燕麥書 孟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41 好吃實惠大眾菜2888例 徐振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58 成吉思汗寶藏 李志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65 地中海風情美食 李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72 花式餐巾折疊 張增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89 炒飯燴飯128道 齊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696 幸福,私廚定制 潘潘貓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02 大食醫 李志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19 和孩子一起成長: <>中的家教智慧 李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26 炒菜拌菜128道 李光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33 法式糕點制作基礎 法國藍帶廚藝學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40 穿越瑪雅 李志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57 宮廷美女養顏面心經 田貴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64 法式甜點全書 伊莎貝爾.布蘭克.勒巴著; 郭曉賡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71 風味小吃在家做 陳盈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88 家居細節解讀1128例 玄關 本書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795 一學就會的家常主食288例 何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801 一學就會的家常肉食288例 何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818 河鮮海鮮128道 代洪寶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825 法式西餐烹飪基礎 法國藍帶廚藝學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832 花樣小炒2888例 呂宏賓 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849 非洲之外: 愛情私旅行 施諾, 彼岸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9856 大師的少年時光: 培養最優秀孩子的66個秘訣 莊斌, 陳彬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202 向藝術 王金順執行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575 神聖的會遇: 新眼光讀經. 2017.7-9 吳志仁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6471605 純真的信心: 新眼光讀經. 2017.10-12 謝智偉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019 理解中醫教學實錄. 六經辨證卷 吳弘達作 平裝 1

9789869457026 理解中醫教學實錄. 臟腑辨證卷 吳弘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217 Beginners English: Getting Started. 1 Arthur Juang, Scott Provecal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5217 Beginners English: Getting Started. 1 Arthur Juang, Scott Provecal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理解中醫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997

送存冊數共計：1006

基市藝術家聯盟交流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877 七個釋放禱告: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988 Phonics Go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199995 Phonic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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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41405 揭開內在美的神秘面紗 葉立誠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2515 俱舍精要 釋如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410 我就是夏洛克 霍華.傑可布森(Howard Jacobson)作;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2427 銀翼殺手 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著; 祈怡瑋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500 板橋扶輪社榮耀50紀念特刊: 感恩.回饋.傳承 薛銘鴻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4210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基礎4000單字 張維總編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74227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必備基礎4000單字 張維總編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374432 高校入學必勝聽力訓練 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308 一甲子的感恩: 六十週年紀念專輯1956-2016 劉耀仁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7721 大白鯨 許秋芬作; 蔡景文, 黃玲瑩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8757738 聖誕老公公進城了 許秋芬作; 蔡景文, 郭國書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8757745 蜘蛛與蜻蜓 許秋芬作; 蔡景文, 黃玲瑩, 施姿君繪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491853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0冊 1

9789869491860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1冊 1

9789869491877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2冊 1

9789869491884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3冊 1

9789869491891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4冊 1

9789869499101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5冊 1

9789869499118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6冊 1

9789869499125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7冊 1

9789869499132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8冊 1

9789869499149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9冊 1

9789868757769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基甸會中華民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扶輪3490地區板橋扶輪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中道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商鼎數位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9789869499156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20冊 1

9789869499163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21冊 1

9789869499170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22冊 1

9789869499187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23冊 1

9789868757776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757783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3冊 1

9789868757790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4冊 1

9789869491808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5冊 1

9789869491815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6冊 1

9789869491822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7冊 1

9789869491839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8冊 1

9789869491846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46 Hello 陳琇娟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207 現代流圍棋: 簡單有效的對戰AlphaGo-II 陳華夫作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359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A1 1:1參考解答. 105年晨興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801 流變: 世代出新的臺灣當代水墨展 鄭世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005 於黑暗中綻放的... 盛正德作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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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5208 3D立體剪紙創作: 捕風的恩格達 林雋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348 標竿數獨. 高階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355 標竿數獨. 進階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362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379 標竿數獨. 入門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386 標準數讀. 入門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393 標準數讀. 基礎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409 標準數讀. 進階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30416 標準數獨. 高階篇4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祥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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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藝得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26

康寧大學應用外語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問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307 耕耘在青春上: 香港台灣基督教大學學生工作巡禮華人大學校牧協會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文集葉敬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307 耕耘在青春上: 香港台灣基督教大學學生工作巡禮華人大學校牧協會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文集葉敬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632 老屋改建掏金商機1.0 林煌欽等編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904 給蠶: 新詩報詩選. 2016年度 葉莎主編 平裝 1

9789869489911 一葉露珠 徐懷鴻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708 復古風: 黃小燕創作論述作品集. 2017 黃小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463 清朝其實很有趣全集 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6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7Editor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966 我的人生,自己翻轉: 就算世界充滿挫折,也能堅忍走下去.林慶昭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17 領導者的修練: 韓非子 韓非原著; 凌永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455 有故事的漢字 邱昭瑜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59221 別叫我屁孩,我可以自己來!: 專屬青春的完全生存手記南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238 點數成金: 真實世界需要的數學 筱崎菜穗子著; 黃經良審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3821 朱勝麒正宗通書 朱勝麒著 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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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47027 主題樂園經營與管理: 一個夢幻創意演出天堂 曾慶欑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034 餐旅業會計: 以圖解化理解會計流程,輕鬆學習會計實務鄭佳欣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041 臺灣觀光地理: 閱讀臺灣的自然與人文牽引對環境的感動與關懷劉惠珍, 何旭初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7058 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概論: 典藏千萬年自然與人類文化瑰寶全紀錄游登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065 旅館客房管理實務: 客房管理達人入門秘笈 吳勉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072 會計學概要: IFRS 盧文隆著 五版 其他 1

9789577847089 微積分概要: 函數的分析方法與應用 楊光武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119 旅館房務管理實務: 客房清潔維護的要領 吳勉勤, 吳武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133 食物製備: 餐飲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常識 施明智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140 餐旅服務: 提升餐旅服務的品質及國際化 周明智, 駱俊賢著 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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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富立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文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登小樓藝文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黃小燕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8

華人大學校牧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才通創意管理顧問



9789577847157 觀光與休閒遊憩資源規劃 鍾溫凊, 曾秉希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164 休閒旅館員工服務手冊 丁一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171 中式麵食加工乙丙級技能檢定: 酥油皮、糕漿皮類華立圖書編委會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7188 餐旅日語. 基礎篇 王翊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7847195 觀光行政與法規 邱長光, 蕭仕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7847218 美姿美儀實務. 內在.養成與應用 陳淑娟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225 穿梭文學.探索生命 黃瓊慧等編選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47256 商事法新教程 蔡輝龍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7263 民進黨新探 鄭明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294 建國科技大學推動教師以技術報告及教學實務報告升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白宏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47294 建國科技大學推動教師以技術報告及教學實務報告升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白宏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577847355 遊覽車駕駛員人格特質、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研究陳怡璇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2823 童畫心世界: 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師生共同創作繪本特輯. 五傑尼爾教育文化事業集團所屬園所師生共同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2348 神奇水槍 曾雨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55 小星星的冒險之旅 陳資涵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62 魔法泡泡糖 陳宛苹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79 Tina的奇幻之旅 廖庭瑩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86 孔雀小黑 張舒涵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2393 珍貴的友誼 劉永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19 石虎大王 廖羿喬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4030 指紋影像處理Figerprint Image Processing 董正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4085 六度間神奇人脈: 全方位人脈網絡經營術 李維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97465 20幾歲就搞懂,30幾歲才輕鬆 黃志堅, 成自來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725 魔法女神: 魔法女神的時代來臨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024 澎湖有什麼好玩 黃禹森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031 舊金山人的口袋地圖 黃乃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048 我繪.玩臺南 郭桂玲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055 治癒飲食:練好七大健康力從吃對飲食開始 劉素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079 摩洛哥散步: 我的北非一千零一夜 王玲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876 黃金家族: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帝國與生活 韓唐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307 日安, 帕頌先生 墨里可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役少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喜羊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雅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4

傑尼爾教育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364 當代護理行政學 曾雯琦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388 產科常用藥物手冊 徐禎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395 護理行政之理論與實務 詹碧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401 癌症護理學 陳敏鋑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4425 南丁格爾典範與護理精神 屈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449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靜敏等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6402128 華杏醫學大辭典 賴鴻緖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006 新臺灣漢語辭典 釋再法編纂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62013 常用的臺灣話 釋再法編纂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011 逢君正當時 汀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6747 天生嬌媚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46754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46761 天生嬌媚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518 小組限制空間戰鬥程序技術 蘇茂賢著 平裝 1

9789868980570 小隊限制空間戰鬥領導 蘇茂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795 生活日語萬用手冊 雅典日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825 生活單字萬用手冊 張瑜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849 職場英文王: 會話能力進階手冊 張文娟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0649 人氣麵條在我家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656 不用揉的麵食點心: 麵糊點心、粉漿點心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0663 水煮的全食物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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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26312 一本讀懂腦中風警訊及預防 開始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336 關於歷史的那些事 司馬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336 關於歷史的那些事 司馬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350 不必誰來按讚: 不必用讚的多寡來肯定自己,真實的感受只有自己才知道葉壯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1116 天地懷裡一粒「珠」 巫守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1154 一窗黃昏半屋醉 巫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1178 臺灣客家人的故事. 五 葉倫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1185 愛在北緯78° 巫守如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開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普林特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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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晶采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喜見精舍



9789572862469 曼哈頓的小雨滴 巫守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62490 夢.藏愛 巫手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96029 醉蝶 巫守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96067 湛藍的微笑 巫守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271 經營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 林君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514 用人靠技巧x管人靠智慧: 用人管人心理學100招王來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38 性格是把雙刃劍: 14種性格的優劣與成敗 劉富奇, 黃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45 高手的說話方式: 104種讓你話術精進的技巧 武慶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52 經典佛家妙語談人生: 即心是佛 無心是道 延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3767 四季風華 綠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831 太空的星辰 楊允達著 平裝 2

9789869426848 北港溪的黃昏 綠蒂作 精裝 1

9789869426848 北港溪的黃昏 綠蒂作 精裝 1

9789869426848 北港溪的黃昏 綠蒂作 精裝 2

9789869426848 北港溪的黃昏 綠蒂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849 漫畫莊子寓言哲學 周春才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856 日本藥妝美研購. 3: 藥妝控必看!東京.京都藥妝生活的實踐工具書!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863 秦始皇全傳 胡高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887 十個最偉大的數學謎題: 解讀說謊者悖論與河內塔問題馬塞爾.丹尼西(Marcel Canesi)著; 呂治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4931 耶穌說. 1(馬太Matlus 1-11:1含印尼文) 陳建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663 集集線旅行,遇見台灣小鎮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87 自由行,體驗台灣真性情. 2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6694 自由行,體驗台灣真性情. 3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9509 自由行,體驗台灣真性情. 4 光華畫報雜誌社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338 為理想而奔馳: 一個大學教授的夢 黃炎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860 管事 聿暘著 平裝 全套 2

9789869280877 魂圖之勝利與誓約 neleta作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280884 魂圖之勝利與誓約 neleta作 平裝 第2冊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限迴圈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洛瓦創意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甦活全球網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開南大學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9789869280891 魂圖之勝利與誓約 neleta作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095 實用蔬果養生大百科 <>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439 聰明寶寶教養寶典: 高IQ健康寶寶教養全計畫 樂媽咪孕產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446 給寶寶營養滿分的魔法料理: 讓寶寶愛上吃飯,強健身體、均衡發展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453 快樂媽咪40周孕產全書 蓋銘英編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460 圖解易經養生寶典: 醫不可無易;易不可無醫 唐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477 0~2歲幼兒。健康飲食寶典: 用這些元氣飲食,幫寶寶遠離疾病,聰明健壯成長樂媽咪孕產育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484 圖解紅樓夢: 揭祕中國文學史上藝術成就最高的古典章回小說曹雪芹原著; 周自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491 0-3歲寶寶。天然新鮮的全營養副食品: 幫寶寶增強免疫,健康成長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507 圖解九型人格(職場與投資) 廖春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514 全彩圖解菜根譚: 洞悉人生百態,領悟無窮智慧,學習享受平凡,活出精彩(明)洪應明原著; 思履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521 圖解唐卡: 透過藏傳佛教的絢麗珍寶,追尋內心那片澄明淨土諾布旺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538 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545 圖解地藏經: 走出人生低潮最好的嚮導 釋心田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552 圖解一定要知道的600則國學常識 彭書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569 新譯莊子 莊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758 練字三部曲: 冠軍老師教你難寫的字練習手帖 黃惠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4765 媽媽我好想妳: 給病人與家人的關懷手記(中英對照)財團法人亞太心理腫瘤學交流基金會編著; 賈舒叡繪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4789 自體免疫排毒有方: 養好抗過敏體質100道中西營養食療汪立典, 陳品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4796 走出情緒: 易經教你學自在,練放鬆,甩壓力 林春文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04 醒覺力: 五感甦活x心性自在x面相人和 言唯鑫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11 德國市場遊 歐陸零售筆記: 可以學x可以看x可以吃x可以買朱承天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450 親愛的我還搞不懂自己 楊卓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554467 不懷好意的蛤蜊 楊卓豫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154 國會助理工作手冊: 國會生態地圖總導覽 田麗虹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6089 韓國社會文化概論 王永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526 臺語歇後三字經 楊國顯著 平裝 1

9789866169533 康軒臺詞字謎典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3708 手作包基本功. 2: 超基礎X超詳解,手作包入門祕訣一次公開!梅谷育代著; 瞿中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715 Cotton friend手作誌: 小清新一夏!鹽系女子の涼感手作服Love & Sweet!舒心系衣著＆實用布小物BOUTIQUE-SHA著; 瞿中蓮, 彭小玲,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722 宮崎順子の花漾拼布: Floral Quilt!甜美可愛的優雅風手作包.布小物.波奇包特選宮崎順子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739 自己縫製的大人時尚: 29件簡約俐落手作服 月居良子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渤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黑桃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華威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博思智庫



9789863023746 血族與我 蝴蝶Seb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753 好好車!家用縫紉機就OK!生活感手作帆布包＆布小物:一次學會托特包.手提包.波士頓包.後背包.肩背包實用指南日本VOGUE社授權;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777 素材美＆個性美: 穿上就有型的亞麻感手作服 大橋利枝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784 Stitch刺繡誌. 11, 刺繡花札: 幸福展開!職人の美日手作,質感古典繡vs可愛小布繡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791 俏皮裝可愛!女孩最愛の鉤織口金包: 34款開心選愛線妞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814 Patchwork拼布教室. 7, 拼布人の藍夏布調,徜徉花海的庭園風手作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838 要優雅也要率性!小文青的輕旅穿搭草帽&手織包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845 手作服基礎班: 從零開始的縫紉技巧book 水野佳子著; 亞里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297 94狂: 素人房地產快樂賺錢術 廖柏全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46 宗教、法律與國家: 新時代的文化復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187 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 游書珣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46194 香水的餘地 雪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7502 我喜歡我是現在的樣子 譚俊瑩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37519 李白詩的藝術成就 施逢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7519 李白詩的藝術成就 施逢雨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7526 深淺讀詩經: 古今彈同調,詩經裡的情歌 施逢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7533 在凋零的季節裡綻放吧: 海犬短篇小說選 海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7557 喜歡的話可以試穿 羅于婷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37564 越牆者 曹尼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7571 蝴蝶與滄海 張清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571 蝴蝶與滄海 張清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588 如何回到最初的海洋 林麗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588 如何回到最初的海洋 林麗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595 木與瑕 木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595 木與瑕 木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804 後設詩 哲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11 失敗者也愛: The Sea 嚴忠政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28 夢幻泡影 Fan Chun Lin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35 文學騎士 利文祺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42 聽不見與看不見的存在 林立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59 輕漫搖滾 盧傑樺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90866 藏神鄉. 上篇 月亮熊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73 啤酒王的公路電影: 上一個世紀的的真實冒險 啤酒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80 其實你不知道 蘇家立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90897 返來做番: 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與正名 林清財, 浦忠成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00 粉色瓶裡的黑墨水 段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017 她與她未開啟的匣 LPR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535 大道釋疑. 卷五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平裝 1

9789869250535 大道釋疑. 卷五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397 輕鬆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45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智庫雲端



9789866002403 輕鬆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2410 輕鬆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002427 94 i悅讀: 低年級 郭家華責任編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2434 94 i悅讀: 中年級 鄭紅媛責任編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2441 94 i悅讀: 中年級 鄭紅媛責任編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2458 94 i悅讀: 高年級 羅雅婷責任編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02465 94 i悅讀: 高年級 羅雅婷責任編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02472 生活詩演66 李勤岸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0998 課程設計力: 環境教育職人完全攻略 王書貞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3905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葉青河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955 好燙詩刊: 精神/運動 煮雪的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5112 明日國病: 慢性腎臟病CKD"挑戰慢性腎衰竭" 羅雨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95112 明日國病: 慢性腎臟病CKD"挑戰慢性腎衰竭" 羅雨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582 島與島飛翔: 陳謙詩選(1987-2009) 陳謙著; 王文仁選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502 渾沌邊境: 邱暢偉創作畫集 邱暢偉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021 墨彩.塵外: 郭博州藝術展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7045 觀星者 白斐嵐, 李樂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52 一座森林的完成-許常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668 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 布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7396 法律學概論 沈麗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6644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Management project book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6682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information project book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46699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information teacher's manualChung-Ting Cheng, I-ju Chen, Hui-Jing Hsiao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717 興亞揚佛: 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 柴田幹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詠荷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盛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煮鳥文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406 上師瑜伽: 著述與言教彙編 南開諾布仁波切作; 石曉蔚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749 超速習法即戰力: 啟動快速閱讀,深植長期記憶 園善博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31571 高手過招: 重機疑難雜症諮詢室 根本健作; 陸偉傑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931588 重機操作升級計畫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931595 重機旅遊樂活指南 流行騎士雜誌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21 朝陽科技大學紅磚文學. 105學年 黃翠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14 綠色、運動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李素箱, 鄭政宗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07 第十一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第七屆台灣網路智能學會學術論壇電子全文論文集. 2017李麗華, 廖俊鑑, 梁新潁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558 天照小說家的編輯課 李偉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704 Unity學習手冊: 2D遊戲手把手教學: 以UFO幽浮遊戲為例盛介中, 邱筱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202 臺中鐵路高架化X紀實攝影 黃瑞慶作 平裝 1

9789869479202 臺中鐵路高架化X紀實攝影 黃瑞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561 Travel for Fun旅日趣: 大阪 昭文社編輯部作; 方冠婷譯 平裝 1

9789869408578 日本私藏好味食旅: 大人的週末編輯部推薦在地特色主題旅行大人的週末編輯部著; 王瑋琦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720 西洋棋講義Learning chess 蔡國忠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49737 西洋棋講義Learning chess 蔡國忠作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棋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絲與山姆大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揚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資訊與通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詠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休閒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象雄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195 甜點慢時光: 把日子加點糖,美好塔派、蛋糕、司康、輕點心與微酒精飲品Emi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1395 日本酒究極之味: 世界侍酒師冠軍精選,釀造法、酒米、酵母,經典清酒品酩圖鑑田崎真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164 我們最快樂: Hygge,向全世界最幸福的丹麥人學過生活麥克.威肯(Meik Wiking)作; 高霈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195 攝影的本質: 深入觀看與創意思考的關鍵法則 布魯斯.巴恩博著; 韓筠青譯 平裝 1

9789869462709 好繪塗鴉: 900個色鉛筆小物每天畫不膩 崔允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16 去日本自助旅行!: 給超新手的旅遊密技全圖解 梁詠怡文; 梁匡民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23 北九州名所自由行: 福岡.佐賀.長崎,品味百年風華、徜徉山海美景的休日私旅米多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30 關西親子遊: 大阪、京都、神戶、奈良大手牽小手,零經驗也能輕鬆上手自助行王晶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47 四國 深度休日提案: 一張JR PASS玩到底!香川、愛媛、高知、德島,行程X交通X景點,最全面的自助攻略!As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61 香港親子遊: 200+樂遊景點全攻略 盛杰, 小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78 崇拜京都: 秒懂!年古都背後的神祇文化、歷史與民俗行事三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85 日本留學計畫書: 申請準備X表格填寫攻略X校園生活X融入日本社會,绝対大丈夫だよ！林彥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712 Oh!原來專業攝影師這樣修人像: Lightroom後製秘密超圖解,色調 風格 眼神 膚質完美細節精修大吉著 平裝 1

9789869499729 剛剛好,最完美! 謝夙霓, Fiona Zheng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164 English works for the office Lauren Tang, Ester Wu, Julie Chou作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068188 中級聽力高分過 Joe Henley, Stefan Kostarelis[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068201 Spotlight listening By Jeff Wen, Sarah Wang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68218 Vib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listening Written by Stefan Kostarelis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068225 Spotlight Listening By Jeff Wen, Sarah Wang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068249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4 Andre Louw作 平裝 1

9789576068263 SCORE新多益得分高手: 聽力試題全五回 敦煌編輯小組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270 SCORE新多益得分高手閱讀試題全五回 敦煌編輯小組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489 石階上的腳步 薄茵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41496 後山有愛: 臺東圖文創作 李賢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41502 木工職人基礎手工具 郭子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024 生態的雙人床菜園 吳睿保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3048 天然的雙人床菜園 吳睿保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3048 天然的雙人床菜園 吳睿保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3055 循環的雙人床菜園 吳睿保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3062 森林的雙人床菜園 吳睿保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552 侘寂花鏡趙秀煥作品集 趙秀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711 小資背包客遊歐洲. 義大利篇: 22天21城市165個推薦景點徹底玩透甄妮, 小飯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735 麗子の彩虹數字學 田麗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742 日本超人氣的Cosplay玩家聖典. 3 主婦之友インフォス編著; 徐欣瑜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敦煌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雄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敦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17739 Excel VBA活用範例大辭典(2013修訂版) Excel Home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979 Excel VBA+巨集入門: 實現零加班、光速般的工作效率古川順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13 一天練成秒殺技: 菁英都是巨集控的Excel自動化秘密吉田拳著; 艾凡斯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51 <>與<>都在用的商務圖表技法: 超強Excel達人的大數據資料製作術張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75 Excel樞鈕分析和商業邏輯: Power Pivot and Power BIRob Collie, Avichal Singh著; 博碩文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099 無瑕的程式碼. 敏捷完整篇: 物件導向原則、設計模式與C#實踐Robert C. Martin, Micah Mart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12 遊戲核心技術全攻略: 多人線上遊戲的企劃與實作中嶋謙互著; 毛姝雯, 田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29 R語言資料分析: 從機器學習、資料探勘、文字探勘到巨量資料分析李仁鐘, 李秋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36 3ds Max 2017建模技巧與動畫設計實務 陳志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50 誰說我不會畫LINE貼圖?: 主題設計+繪畫+上架的達人養成書吳宜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67 TensorFlow+Keras深度學習人工智慧實務應用 林大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74 Google Cloud平台實作手冊 蘇培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181 效率達人用的Excel和你想的不一樣!: 144招絕對秒殺操控術艾凡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198 Excel教我的那些理財記帳、投資管理大小事 艾凡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204 VMware vSphere 6企業級專家手冊 Nick Marshall, Grant Orchard, Josh Atwell著; 王偉任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342211 VMware vSphere 6企業級專家手冊 Nick Marshall, Grant Orchard, Josh Atwell著; 王偉任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342235 Scratch 2.0動畫遊戲設計 陳芸麗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342242 CentOS 7.3建置、管理與伺服器架設實戰 湯秉翰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1887 看板實戰: 用一張便利貼訓練出100分高效率工作團隊Marcus Hammarberg, Joakim Sundé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259 R語言: 金融演算法與台指期貨程式交易實務 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266 Linux Shell程式設計與管理實務 臥龍小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2273 資料庫系統管理與實作: Access+Excel商務應用(2016版)李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280 SQL Server效能調校 陳祥輝, 陳臆如, 黃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297 電子商務一定要懂的16堂課: 跨境開店x社群經營x市場數據x品牌行銷實務陳漢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03 秋聲教你玩Python 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10 勒索病毒程式設計: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勒索病毒秋聲, sum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27 Ubuntu17完全自學手冊: 桌面、系統與網路應用全攻略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34 7天學會大數據資料處理NoSQL: MongoDB入門與活用黃士嘉, 吳佩儒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341 鍵盤先生: 沒有最懶,只有更懶的200暗黑鍵盤操控力艾凡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58 金融科技實戰: R語言與量化投資 蔡立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65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Python 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89 邁向精密工業之路: AutoCAD環境規劃與精密公差標註張譽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396 R語言: 數學計算、統計模型與金融大數據分析酆士昌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402 微軟S2D軟體定義儲存技術實戰 王偉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419 用Excel學商業預測: 終生受用的原理與實作 葉怡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426 Final Cut Pro X活用萬事通: Mac影音剪輯一本就學會!蘋果梗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202 <>: 法國文豪雨果1829年小說+臺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2015年創作劇本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陳以文作; 吳坤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226 三點半後不收屍: 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全球行動紀事Caroline Gluck著; 翁德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271 拇指姑娘 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作; 尉遲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743 歡樂魔法書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傅可銘翻譯 精裝 1

9789869358767 幸福魔法書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傅可銘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43 凱特學習自己綁鞋帶 Oldřich Růžička撰文; Alexandra Hetmerová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391450 喬伊學習自己綁鞋帶 Oldřich Růžička撰文; Alexandra Hetmerová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27362 平安,二二八 蘇南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362 平安,二二八 蘇南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27379 精準與放任之間: 精益求精.發光發熱 黃乃寬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雅歌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無境文化



9789866927379 精準與放任之間: 精益求精.發光發熱 黃乃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7393 委外管理 翁田山 一版 其他 1

9789869522809 產品可靠度完整版 翁田山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649 藍芽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簡體中文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32 藍芽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63 Wifi氣氛燈程式開發(智慧家庭篇)(簡體字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56 Wifi氣氛燈程式開發(智慧家庭篇)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70 Ameba風力監控系統開發(氣象物聯網)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87 Ameba風力監控系統開發(氣象物聯網)(簡體中文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1684 Lrikulau: 里古烙 杜寒菘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545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57552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其他 第18冊 1

9789869457569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57576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57583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其他 第19冊 1

9789869457590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534604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534611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1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715 音樂創作報告 陳宜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449 復興崗新聞人. 106年版 潘玲娟等採訪撰文; 楊鴻博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492 「科學的思考」九堂課: 學校不教的科學 戶田山和久著; 林宗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436 地表上最強的除蟲DIY: 除蟲不噴藥,方便又有效陳政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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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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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6821 漫步臺灣島. 6, 玩樂生活趴趴GO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821 漫步臺灣島. 6, 玩樂生活趴趴GO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838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6, 創業職人篇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845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7, 築夢的創業家 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樂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渥瑪數位



9789869456852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8, 職人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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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4725 遜咖日記. 10: 往日情懷 Jeff Kinney作; 賴慈芸譯 初版第2刷 平裝 1

9789866104749 怪咖少女事件簿. 6, 追愛少女向前衝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1版第2刷 平裝 1

9789866104756 我會在你身邊 荷莉.戈柏.史隆(Holly Goldberg Sloan)著; 楊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763 Mei魅. 2: 日本怪談誌 朝宮運河等作; 葉韋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770 破碎之海. I, 半王的復仇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ombie)著;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787 山手線偵探團. 3, 消失的小精靈之謎 七尾與史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794 尋水之心 琳達.蘇.帕克(Linda Sue Park)著; 方淑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800 怪咖少女事件簿. 7, 天團誕生實境秀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817 破碎之海. II, 劍魂的試煉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ombie)著;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824 怪咖少女事件簿. 7, 天團誕生實境秀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第2刷 平裝 1

9789866104831 破碎之海. III, 權力的灰燼 喬.艾伯康比(Joe Abercrombie)著; 謝孟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855 魔寵. 4, 夢境宮殿 亞當.傑.艾普斯坦(Adam Jay Epstein), 安德魯.傑考伯森(Andrew Jacobson)著; 章晉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862 天空色的年輪蛋糕 吉野万理子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879 白蜂巢 肯尼斯.歐珀(Kenneth Oppel)著; 雍.卡拉森(Jon Klassen)繪; 章晉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886 分解人 尼爾.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893 分解人. 2, 墮體 尼爾.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09 怪咖少女事件簿. 8, 妮琪的魔境夢遊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16 怪咖少女事件簿. 8, 妮琪的魔境夢遊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04923 建築師的學徒 艾莉芙.夏法克(Elif Shafak)著; 謝佩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30 多摩川物語 多利安助川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47 分解人. 3, 滅魂 尼爾.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61 怪咖少女事件簿. 9, 作秀女王的惡搞日記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4954 怪咖少女事件簿. 9, 作秀女王的惡搞日記 Rachel Renee Russell著; 陳宏淑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70211 醫護術語 Davi-Ellen Chabner原作; 林素戎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4470372 健康促進. 第二部, 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 Rebecca J. Donatelle作; 吳亮蕙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70488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統: 指導手冊 鳳華, 孫文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495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統: 施測題本 鳳華, 孫文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70693 融合教育課程與教學實務 Marilyn Friend, William D. Bursuck作; 何美慧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16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鄭博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70723 印象擊樂 張覺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30 老人活動設計: 你該怎麼做 林達森, 李少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47 社會變遷與成人教育實踐之路 李瑛, 何青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54 科學起步走: 激發3-7歲孩子好奇探究的89個活動William C. Ritz作; 劉淑雯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61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統: 第二主軸-五大發展領域: 0-12歲組計分表鳳華, 孫文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78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統: : 第二主軸-五大發展領域: 0-6歲組計分表鳳華, 孫文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85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統: 第二主軸-五大發展領域: 0-3歲組計分表鳳華, 孫文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792 自閉症兒童發展本位行為評量系統: 社會情緒與認知彩圖鳳華, 孫文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011 王安黎水彩作品集. 2017 王安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5011 王安黎水彩作品集. 2017 王安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914 育種,永恆的追求!緬甸凱馨負責人鄧學極的成長路陳培英, 李心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詠騰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凱馨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博識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3

華騰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962 魚在水中也會渴 隨波逐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79 曾國藩制人攻心術 東土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986 活學活用曾國藩成功學 東土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204 會管理時間的人都會成功 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211 只要喜歡一句就值回票價! 幸福讀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228 別讓自己不開心 隨波逐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235 改變一生的密碼: 習慣 張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7868 妻恩浩蕩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7875 缽蘭 陳毓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7882 桂花落 陽光晴子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7981 他倆孽緣深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7998 社長的專屬解藥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01 代理男友要扶正 凡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18 淚眼王妃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25 枕邊敵妻 佟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32 女神的戀愛規則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49 我們不結婚 桐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56 熟男的定力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63 藥鋪女東家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70 紅顏送行者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87 小主母威武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094 打包花心鬼 桑翎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8100 銀一兩 淺草茉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8117 金雀皇朝之地下皇帝 綠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8124 下堂不死必有後福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131 縣太爺的小廚娘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148 愛上檢察官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155 單身到今天為止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162 王妃坑錢不手軟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179 福晉攢錢不要命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186 娘娘收錢不找零 裘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09 誤入妻途 凡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16 久別重婚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23 限時女主角 蕾絲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30 桃花小神醫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47 饕餮福音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54 野福晉 葉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61 福晉口下留人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78 惹怒老婆的下場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85 特助惹不得 初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292 命定寶妻 元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08 救愛顧問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15 總裁大人給我靠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22 霉女的愛情路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39 嬌娘坑船王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46 王爺的小醫娘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53 姨娘人財兩得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60 金榜廚娘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77 抱警無罪 芳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384 小尾巴千金 凡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422 圖解嬰幼兒按摩5分鐘,4步驟,有效安撫情緒.睡得好.長得高宋美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月文化



9789865752569 德國心理師媽媽這樣搞定固執小孩: 設限管教失控情緒x難纏行為朵莉絲.赫克莫斯著; 溫力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06 科學玩很大: 輕鬆理解學校自然課,激發孩子創意滿滿的科學魂米村傳治郎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132 小小廚師の不織布料理教室 BOUTIQUE-SHA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149 親手作寶貝の好可愛圍兜兜: 基本款.外出款.時尚款.趣味款.功能款,穿搭變化一極棒!BOUTIQUE-SHA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156 好奇心×靈活動腦×手眼協調: 親子同樂.創造力UPUP的好有趣手作遊戲DIYBOUTIQUE-SHA著; 翟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163 手縫俏皮の不織布動物造型小物 やまもと ゆかり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170 超可愛的迷你size!袖珍甜點黏土手作課 関口真優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187 華麗の盛放!超大朵紙花設計集: 空間&櫥窗陳列.婚禮&派對布置.特色攝影必備!MEGU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900 圖解三十六計 沈傑, 萬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17 自助遊一本就GO!香港、澳門輕鬆遊最強地圖導航書文喆珍, 河炅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24 沖繩最好玩旅遊全攻略 吳相鎔, 成庚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31 輕鬆讀懂易經 王效平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6717 Shape Up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869366724 Aspire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平裝 1

9789869366731 Gear up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66748 Gear up 林玉霞等總編輯 1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66755 GEPT Weekly Word Builder 新月圖書編輯製作群編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66762 GEPT Weekly Word Builder 新月圖書編輯製作群編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66779 Shine Woods English 范瑞芬等主編 1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366786 Shine Woods English 范瑞芬等主編 1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017 探索臺灣農田水利組織與制度 林建村, 李源泉, 陳信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176 亞洲國旗小書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3183 歐洲國旗小書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3190 美洲國旗小書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01 非洲國旗小書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18 大洋洲國旗小書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32 亞洲國旗小書(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49 歐洲國旗小書(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56 美洲國旗小書(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63 非洲國旗小書(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9789869472470 大洋洲國旗小書(簡體字版) 張碧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2854 行銷管理: 不可不學的14堂關鍵行銷課 Dawn Iacobucci著; 卓建道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2915 Service essentials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5632922 Service essentials Joseph Henley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5632991 Reading fun Joseph Schier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436502 Reading fun Joseph Schier作 其他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農田水利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民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手作



9789869436519 Reading fun Joseph Schier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436588 New listening advantage Tom Kenny, Tamami Wada, Sean O'Sulliva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6595 New listening advantage Tom Kenny, Tamami Wada, Sean O'Sulliva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3005 New listening advantage Tom Kenny, Tamami Wada, Sean O'Sulliva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3012 New listening advantage Tom Kenny, Tamami Wada, Sean O'Sullivan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3036 統計學 David R. Anderson等原著; 陳可杰, 黃聯海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43043 普通物理學 Debora M. Katz原著; 陳瑞山等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43050 普通物理學 Debora M. Katz原著; 陳瑞山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43074 Reading Wiz Michael Gough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443081 Reading Wiz Michael Gough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443098 Reading Wiz Michael Gough著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462600 Reading Wiz Michael Gough著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462624 再生能源與永續性設計 Scott Grinnell著; 周仁祥, 許志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655 行為改變技術: 原理與程序 Raymond G. Miltenberger著; 李姿瑩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662 統計學 Roxy Peck, Jay L. Devore著; 陳相如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679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 K. Douglas Hoffman, John E. G. Bateson著; 楊舒蜜, 張文賢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209 人格心理學 Duane P. Schultz, Sydney Ellen Schultz原著; 危芷芬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6340 詩.INFINITE: 向明詩集.永不止息 向明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46357 原來你還在唱歌: 楊風情詩選 楊風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46364 天佑臺灣: 天使的羽翼 許世賢著; 簡榮泰攝影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46388 與文字談一場戀愛: 項美靜詩集 項美靜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46395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蔡梅芬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16811 鏡頭回眸: 攝影與詩的思維 蘇紹連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16828 時間的零件: 蘇紹連詩集 蘇紹連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16835 錯把月光當黎明: 翁月鳳詩集 翁月鳳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16859 寫字的冥想: 書寫生命之歌 許世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16866 寫字的修煉: 書寫臺灣史詩 許世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3501 銷售幸福: 業務開發實戰手冊 林金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3518 非馬詩天地 劉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3525 觀音淚: 林金郎宗教小說選 林金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3549 翻開影子: 游鍫良散文詩集 游鍫良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63556 生命如花綻放: 胡淑娟詩集 胡淑娟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63563 大地如詩綻放: 余世仁攝影集 余世仁攝影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63570 幸福財神來敲門: 比秘密更有利的宇宙法則 許世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63587 當下喜悅Enjoy Now: 到地球旅行,在心裏跳舞 許世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17709 天風落款的地方: 蕭蕭70紀念詩集 蕭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17730 女教授/教獸隨手記: 江文瑜詩集 江文瑜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694 退休的勇者們 霖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0405 七月半. 二 ∞0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773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 黃安正, 張忠義, 張慧珊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003 影響全世界的華夏三位聖哲 汪慈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31010 峨眉 彌勒聖地風光 邱永金, 林秀春, 大自然文化世界志工攝影;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總會編輯製作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40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2

新世紀美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129 二胡入門引導 楊純惠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904 綠野仙蹤 法蘭克.包姆(Lyman Frank Baum)著; 茱莉亞.薩爾達(Júlia Sardà)繪; 朱浩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911 我是文字小鬥士馬拉拉 凱倫.萊格特.阿伯拉雅(Karen Leggett Abouraya)著; 惠特莉(L. C. Wheatley)圖; 翁雅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28 娃娃看天下: 我們這一家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35 傑琪的夢想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59 今晚,我們死而後生 奧荷莉.席維絲特(Aurélie Silvestre)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966 娃娃看天下: 歡迎來上學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73 我願為你而死 F.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趙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980 明天開始,輕鬆做好菜 山脇璃珂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997 娃娃看天下: 戰爭與和平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07 娃娃看天下: 我討厭喝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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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968563 神奇的瑜伽健康法: 瑜珈入門與進階1 石井三郎著; 李曉雯譯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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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82917 萃豐庄客家竹枝詞創作三佰首 謝賜龍, 劉得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110 升學導航: 甄選百科. 107 黃偉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726 我的吉祥物. 上 晴萬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5733 我的吉祥物. 下 晴萬里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131 美洲大陸行腳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7148 百句超夯名言解讀: 詳細剖析百句名言之真諦 葉民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1575 失速社會裡,狡猾思考是你最強的武器 深澤真太郎作;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582 守護大自然!配角海鮮食用圖鑑 藤原昌高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43 作息空間這樣規劃,帶小孩可以很優雅 Emi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50 用「保鮮袋」輕鬆做冷凍常備菜 渡邊真紀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67 全世界最好吃雞料理大全: 從處理到烹調一次搞定 法.義.日.中式名廚親自指導柴田書店編;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74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京都圖鑑 JTB Publishing, Inc.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681 沒天分.沒經驗.沒自信: 從零開始當主管 伊庭正康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明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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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竹新益工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自然主義

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9789864011698 疲勞硬梆梆的肩胛骨一口氣甦醒: 消除頸、肩、腰部疼痛與身體不適!杉田一壽, 若林孝誌監修; 李明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04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沖繩圖鑑 JTB Publishing, Inc.編著;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04 放大鏡下的日本城市慢旅沖繩圖鑑 JTB Publishing, Inc.編著;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11 嚴選日本酒手帖 山本洋子編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28 做好動線收納規劃 生活可以這樣優雅 水越美枝子作; 郭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35 優雅字母刺繡 祝福話語show出來 樋口愉美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42 小酒館.酒吧10分鐘上桌料理 永瀨正人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59 身.心.腦不累了!舒緩護體運動書 高岡英夫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66 繪師這樣畫肌肉 角色魅力UP!: 學習肌肉的構造與動作,讓繪畫功力更上一層樓!賴兼和男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73 大師如何設計: 輕簡慢活的理想住宅 X-knowledge Co., Ltd.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780 有翼之闇: 麥卡托鮎最後的事件 麻耶雄嵩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03 生活簡單就好 たつく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10 吃涼拌 真藤舞衣子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27 豐盛沙拉,優雅上桌 渡邊真紀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34 蕎麥麵店的創新配菜: 精緻創意小菜137品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72 「麵包.麵團」完美配方精析圖解 藤森二郎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65 6種健康油做出超好吃飯糰: 野餐、早餐、便當及派對宴客的最亮麗餐點!神田依理子作; 黃鳳瓊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336 從水梨到仙楂: 關於周家庄的故事 周兆樓著; 周祖前, 周張梅英口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68825 得著: 凱利牧師43篇蒙福綱領 羅伯.凱利(Robert Lee Cary)著; 陳煥光, 吳彩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554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7 中文標準版 張世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0547 台灣主要產業鑑價數據年鑑 2017 國際標準版 張世宗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0310 島與半島的新詩浪潮 謝瑞隆, 蕭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46 再現文化: 臺灣近現代移動意象與論述 林淑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77 詩聖: 杜詩詮釋新論 蔡志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884 湯顯祖研究文獻目錄續編(1996-2016) 陳美雪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07 空間新詩學 蕭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14 物質新詩學 蕭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21 心靈新詩學 蕭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38 <>卦象解析與企業戰略(簡體字版) 張耀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45 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 二 林文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52 兒童文學論集. 二 林文寶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027 聚光燈外: 李昂小說論集 戴華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034 閱讀理解與修辭批評 楊曉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065 顧頡剛的學術淵源 林慶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910 台灣好生活: 宜居家園的誕生 陳世慧等撰文;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927 上窮碧落下凡塵: 從宇宙、地球到臺灣.從時間、空間到人間王本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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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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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舍商務鑑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4

意念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的呼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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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02749 管教小書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749 管教小書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103 藝術指甲: 保養與彩繪篇 黃燕容, 陳幼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127 烘焙食品(餅乾項)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134 中式麵食加工(發麵類)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141 日式料理調理師技能檢定 中華日式料理發展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158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1182 憲法爭點隨身書 呂晟, 湯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205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陳晟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243 3Q民法總則破題書 常揚.鮑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250 擔保物權法修正問題研析 廖毅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1267 老師開講: 國際私法: 易 廖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274 3Q行政法破題書 王齊, 于亮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281 智慧財產法: 爭點隨身書 桑妮.羅傑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298 公務員法 承律, 李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304 3Q民法破題書(幸.福) 常揚, 鮑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311 考前30天「刑法」拆題 柳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328 老師開講: 票據法-敏 蕭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335 80/20法則: 刑事訴訟法 伊谷, 李星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1342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1359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1366 國文IN幫幫 林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373 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到 齊全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380 老師開講: 財稅法: 空 吳軍, 華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397 3Q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戴蒙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403 郵局考試專業職. 二, 內勤歷屆試題＆法規大全蕭曉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410 刑法概要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427 3Q刑法解題書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434 刑法(含概要)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441 老師開講: 刑法飛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502 一般警察考試: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1519 一般警察考試: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526 警察專業英文 英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540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557 警察勤務 樵林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1595 警專入學考試: 中外歷史重點速記 尤義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601 警察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 保成名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632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王霏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649 警察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丙組) 保成名師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663 老師開講: 民法物權(通則、所有權、抵押權): 祺陳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670 明白 行政法 郭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694 警察特考三.四等: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1700 警察學 紀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717 警察政策 紀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1724 一般警察考試: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731 警察特考: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2.2 程譯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1748 警察勤務必讀Q&A 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762 一般警察特考: 犯罪學(概要) 霍華德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779 法研所試題全解. 106 保成名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786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809 一般警察考試: 法學緒論: 奪分關鍵.快速記憶 程譯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群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保成



9789864811823 三.四等警察特考: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847 警專入學考試: 數學重點速記 張東萍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878 攻略商事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保成法學苑編 廿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885 攻略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 廿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915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 四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1922 攻略公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939 攻略大法官解釋 體系地圖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946 攻略分科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953 攻略刑事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二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960 火災學(概要)重點&題庫二合一 謝景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004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 重點&題庫二合一 陳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011 火災學(概要)重點&題庫二合一 謝景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028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概要 重點&題庫二合一 陳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059 憲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王為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042 3Q憲法解題書 王為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073 民事訴訟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王俊翔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080 行政法. Ⅱ: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柯釙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097 刑法(總則):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陳介中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03 保險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浩瀚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10 民法(債):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蔡皇其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27 刑事訴訟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戴蒙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34 公司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浩瀚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41 證券交易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浩瀚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58 民法(身分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商君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72 民法(總則):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苗星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89 行政法. Ⅰ: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柯釙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196 票據法: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棋許, 浩瀚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202 民法(物權):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曉沛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219 刑法(分則): 法科全彩心智圖表 陸奢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226 監獄行刑法 霍華德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264 老師開講 行政法體系、爭點與實務 林清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271 老師開講 證券交易法 江赫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288 民法(爭點&實務) 裕樹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2318 最新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試題解析 高賢松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749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9442756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9442763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9442770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4卷 1

9789869442787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5卷 1

9789869442794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6卷 1

9789869494403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7卷 1

9789869494410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8卷 1

9789869494427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一版 平裝 第9卷 1

9789869494441 大般若經第四會淺釋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952 心的煉金術: 接受與給予更多愛 依麗莎白.克雷爾先知(Elzabeth Claire Prophet), 派翠亞.絲帕朵拉(Patricia R. Spadaro)合著; 鄭炎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0177 女英雄的靈性追尋: 進入妳女性力量的神聖旅程,扭轉未來莎拉.阿凡特.史多福(Sara Avant Stover)著; 李芸玫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128 夢幻百變甜心 :33's the first album 恩齊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28 夢幻百變甜心 :33's the first album 恩齊兒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匯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78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星球



9789869344166 超夯K-POP女團召集 最具人氣全新盤點 2017韓國女團新勢力匯展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73 N72恩齊兒首本寫真 恩齊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6800 吳佩孚傳 章君穀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506817 吳佩孚傳 章君穀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506831 英雄無名. 第一部, 北國鋤奸 陳恭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506848 英雄無名. 第二部, 河內汪案始末 陳恭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506855 英雄無名. 第三部, 上海抗日敵後行動 陳恭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506862 英雄無名. 第四部, 抗戰後期反間活動 陳恭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506879 英雄無名. 第五部, 平津地區綏靖戡亂 陳恭澍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213 全日本最小書店URARA 宇田智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190 民國太太的廚房: 一窺張愛玲、胡適、朱自清等文化大師的私房菜李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190 民國太太的廚房: 一窺張愛玲、胡適、朱自清等文化大師的私房菜李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206 生理時鐘決定一切!: 找到你的作息型態,健康、工作、人際,所有難題迎刃而解麥可.布勞斯(Michael Breus)作; 謝忍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36220 美好的愛,是先給自己幸福 女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237 星謎檔案 艾米.考夫曼(Amie Kaufman), 杰.克里斯朵(Jay Kristoff)著; 翁雅如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6244 海洋綺戀 綺拉.凱斯(Kiera Cass)著; 黃亦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251 POWER錕是這樣煉成的: 奮鬥才得自由，殘酷才是青春，我的人生思索李錫錕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268 Power錕的大人學: 不吃苦,哪來實力,台大最狂教授的15堂叢林生存課Power錕的紙牌屋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275 山茶花文具店 小川糸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282 烈焰雙生. 2: 幻骨地圖 法蘭西斯.海格(Francesca Haig)作; 章晉唯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312 斜槓青年: 全球職涯新趨勢,迎接更有價值的多職人生Susan Kuang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2514 鋼筆工學: 筆蓋、筆尖、筆桿的極致工藝 清水茂樹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52 數位構圖技法!為腳色傾注熱血與生命!刀劍+姿勢插畫專業講座夏生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69 圖解創意居家設計密技 Soft Union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76 典藏腕錶: 瑞士名錶鑑賞特輯 玄光社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83 性格是可以改變的: 阿德勒談心理 野田俊作作;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590 橫濱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編;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06 重機模型製作教科書: GP重機攻略法 Hobby JAPAN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37 原子筆塗鴉樂園: 簡筆妙招LESSON BOOK 根岸美帆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44 人外娘的幻想系繪圖講座 玄光社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51 大人の紅茶教科書: 從一杯紅茶開始的幸福時光齊藤由美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68 做本書給自己 植村愛音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75 為活得更好而工作: 向阿德勒學習 岸見一郎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82 中村和子的袖珍娃娃屋鑑賞專集 中村和子作 ;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699 動漫女裝設計&繪製攻略: 完全擴展女性人物服裝的表現方式kyachi作 ;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05 究極版!食材前置處理教科書 田口成子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29 我的時尚烘焙: 好吃點心方程式 嘉布里艾拉.史寇立克作; 陳良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36 紅藍色鉛筆卡哇伊插畫BOOK Yuzuko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43 胸部.屁股到腿部有點H的女子畫法 方天戟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67 大人的旅行準備 柳澤小實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67 大人的旅行準備 柳澤小實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74 我的時尚廚房: 好吃食譜方程式 嘉布里艾拉.史寇立克作; 陳良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81 世界名筆圖鑑 清水茂樹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798 飛驒高山.白川鄉 昭文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04 人體機能解剖全書 Peter Abrahams作; 謝伯讓, 高薏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772811 茶百科 琳達.給拉爾德作; 郭品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28 超華麗!動漫古典洋裝大圖鑑 花園あずき作; 梁詩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35 全日本鐵道自由行 昭文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1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2

傳記文學



9789863772842 阿德勒談心理. 2, 團體治療與冥想 野田俊作作;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59 來開一場派對吧! 江川晴子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66 咖啡拉花實戰技巧 朴地晚, 金慈京著; 陳冬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73 日本妖怪手繪帖 合間太郎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80 色鉛筆暖心畫畫課 漆間順子作; 潘舒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609 方泉遊踪 葉樹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616 鋼筆手心 葉樹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914 煥軒書會作品集. 2017 阮威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059 斗數卦理應用 紫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242066 紫雲論斗數星曜賦性 沈澄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79062 可愛甜美浪漫時尚風素材集 primary inc.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122 穿梭虛擬與現實: Unity 3D擴增實境AR速戰技 呂國泰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153 Agile成功法則: 敏捷實作者的解決方案 Daniel James Gullo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252 跟我學Windows 10: 火力全開 郭姮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290 最新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 楊潔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3320 日檢N2全攻略: 只讀一本就合格 李致雨, 北嶋千鶴子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788 日常英語會話變強第一步: 讓你只用國高中程度的簡單英文就會聊!Gina Kim原著; 秋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986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993 Access 2016資料庫系統概論與實務: 適用Access 2016/2013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006 用Google Blogger打造零成本專業級官方形象網站,網路行銷也Easy!劉克洲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4013 美國綠建築專業人員LEED-AP BD+C建築設計與施工應考攻略江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020 只要3秒鐘 輕鬆搞定EXCEL: 資料處理→函數→VBA一次OK林文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051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S6林文恭研究室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4068 Autodesk Inventor 2016電腦繪圖與輔助設計(含Inventor 2016認證模擬與解題)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075 Autodesk Maya 2016基礎建模與動畫特效設計(含Maya 2016認證模擬與解題)吳崇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105 CCENT/CCNA ICND1 100-105專業認證手冊 Wendell Odom原著; 陳禮運, 張正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167 深入理解Linux程式設計: 從應用到核心 高峰, 李彬原著; 張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198 Haskell的魔力: 函數式程式設計入門與應用 韓冬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11 玩Minecraft學程式: 培想運算思維能力 柚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28 數位邏輯設計 古頤榛, 賴清羽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4235 秒懂行動網頁設計: Sublime+Bootstrap+CSS3+HTML5+Cordova專案實作蕭國倫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42 資料結構: 使用Python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59 資料結構: 使用Java 蔡明志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4280 打造可維護軟體: 編寫可維護程式碼的10項法則(C#版)Joost Visser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297 Illustrator超完美入門 高野雅弘原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303 IC3 GS5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 總考核教材豪義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334 Excel 2016高效實用範例必修16課: 善用資料圖表 x 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文淵閣工作室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341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Sierra對應版） 蘋果迷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327 Effective Objective-C 2.0 中文版 Matt Galloway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310 Effective JavaScript 中文版 David Herman著; 黃銘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402 資料智慧化: 利用資料科學，將資訊化為創見 John W.Foreman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372 LibreOffice 5.x商務實例應用-Writer、Calc、Impress侯語彤 其他 1

9789864764396 跟我學Excel 2016從新手到精通快速提升工作效率(適用Excel 2016、2013)江高舉, 劉緻儀作 其他 1

9789864764389 實戰VMware vSphere 6.x企業私有雲建置: 作異地備援x軟體定義儲存x高可用性顧武雄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益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新時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煥軒書會



9789864764365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析: Power Query、Power Pivot、Power View、Power Map應用解析王作桓, 蕭涵憶作 其他 1

9789864764419 打造雲端工作站: VMware View 5建置與維護 Paul O'Doherty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358 Effective SQL中文版: 寫出良好SQL的61個具體做法John L. Viescas, Douglas J. Steele, Ben G. Clothier原著; 楊尊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426 Photoshop超完美入門 まきのゆみ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433 高品質微服務: 建構跨工程組織的標準化系統 Susan J. Fowler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440 實用LibreOffice Writer文書處理 郭英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457 工業電子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王惠玲, 許文昌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4464 實戰物聯網開發: 使用ESP8266 Marco Schwartz原著; CAVEDU教育團隊, 曾吉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471 與Ubuntu共舞: 中文環境調校x雲端共享x Libreoffoce x架站x dropbox自己架吳紹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488 精實UX設計: 帶領敏捷團隊打造出色的產品 Jeff Gothelf, Josh Seiden原著; 黃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495 打造可維護軟體: 編寫可維護程式碼的10項法則(Java版)Joost Visser原著; 楊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01 蘋果媽媽最受歡迎的超萌塗鴉書 Apple Horong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18 色鉛筆自學聖經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32 深入理解工業設計: 應用於使用者經驗與互動設計的原則Simon King, Kuen Chang原著; 劉美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56 認識資料科學的第一本書 Anil Maheshwari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63 白話大數據與機器學習 高揚, 衛崢, 尹會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87 TQC 2016企業用才電腦實力評核. 辦公軟體應用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600 日常英語會話超強再進化: 會這些美國人的情境英文就可以聊翻天!Gina Kim原著; 邱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617 Windows Server 2016實戰寶典: 系統升級x容器技術x虛擬化x異質平台整合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655 透視數位攝影技巧第二版: 業界老師傅的秘傳攝影術Scott Kelby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4631 TQC+AutoCAD 2018特訓教材. 基礎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648 LINE原創貼圖自己畫(第二版): 不會畫畫,也可以創作貼圖、賺收入!漂漂老師/蔡雅琦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4662 Word完整教本 許嘉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686 MTA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VB(98-361)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693 打造Web物聯網: 使用Node.js與Raspberry Pi Dominique Guinard, Vlad Trifa原著; 李建榮, 吳致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16 實戰聊天機器人Bot開發: 使用Node.js Eduardo Freitas, Madan Bhintade原著; 創科資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61 第一本小清新水彩圖文隨手畫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78 每天5分鐘親子英文: 用美國父母的日常會話短句,打造小孩子自然習慣聽說英文的環境!閔丙哲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785 Unity超人氣遊戲設計全書: 萬代南夢宮一線設計師的原創大獎遊戲實戰!加藤政樹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92 精通C/++指標: 深入系統底層技術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60 Docker入門與實戰 楊保華, 戴王劍, 曹亞侖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5157 跟我學Excel公式與函數商務應用(適用2016/2013)江高舉, 劉緻儀作 其他 1

9789864765195 系統管理員懶人包: Shell Script自動化指令集 Dave Taylor, Brandon Perry著; 江湖海譯 其他 1

9789864765201 Exchange Server 2016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資安防護x高可用性x法遵管理x混合雲架構顧武雄著 其他 1

9789864765218 Windows Server 2016系統建置實務 戴有煒著 其他 1

9789864765003 VMware Virtual SAN管理手冊 Cormac Hogan, Duncan Epping原著; 王偉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126 2018新趨勢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 其他 1

9789864765089 高品質程式: 軟體測試原則、實作與模式 Stephen Vance著; 莊弘祥譯 其他 1

9789864765164 精通PHP & MySQL網頁開發 Luke Welling, Laura Thomson原著; 賴屹民譯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4764983 Excel VBA基礎必修課-增量版(適用Excel 2016/2013/2010)張志成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5102 網路行銷懶人包: 影片、直播、貼文、圖片、故事 一次搞懂不見面就成交的內容行銷術!劉奶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976 電腦網路原理(第四版)(MTA網路管理國際證照版)范文雄, 吳進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5119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第二版: 完整呈現10個原尺寸等比例完成稿技能檢定研究室 其他 1

9789864764938 網路架設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 其他 1

9789864764945 iOS 10 App開發全面修鍊實戰 柯博文著 其他 1

9789864765188 透視數位攝影技巧Part 2: 攝影一點訣 Scott Kelby著; 若揚其譯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5225 Nagios: 打造企業級網管監控系統 David Josephsen著; 羅健豪譯 其他 1

9789864765027 Android 7.x APP開發教戰手冊 黃彬華著 其他 1

9789864764969 Visual C# 2017基礎必修課(適用2017/2015) 蔡文龍等著 其他 1

9789864764952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Ajax、RWD網頁程式設計陳惠貞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4765133 實戰家電物聯網: Webduino智慧插座x Node.js x雲端服務整合Webduino開發團隊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058 InDesign CC數位排版與編排設計(含ACA-InDesign CC國際認證完全模擬與解題)蔡雅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072 第一次學C++就上手 李啟龍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5065 資訊圖表的技術: 從實例學Excel圖表製作術 Jorge Camões 其他 1

9789864765041 Effective SQL中文版: 寫出良好SQL的61個具體做法John L. Viescas等著; 楊尊一譯 其他 1

9789864765034 數位行銷的10堂課: SEO x 廣告 x 社群媒體 x facebook洞察報告 x Google AnalyticsIan Dodson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010 Photoshop CC影像編修與視覺設計(含ACA-Photoshop CC國際認證完全模擬與解題)蔡雅琦著 其他 1

9789864765232 Illustrator CC數位繪圖與插畫設計(含ACA-Illustrator CC國際認證完全模擬與解題)蔡雅琦著 其他 1

9789864764907 Python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5140 網路安全管理 MTA Security Fundamentals 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7)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4765096 印前製程(圖文組板)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最新完整學術科解析 適用Photoshop / Illustrator (適用 MAC/PC)技能檢定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4764990 網路管理與應用 MTA Networking Fundamentals 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6)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4765171 CCNP Routing and Switching TSHOOT 300-135 專業認證手冊Raymond Lacoste, Kevin Wallace著; 陳禮運譯 其他 1

9789864765256 會做簡報就會製作跨平台App: Smart Apps Creator 3超神開發術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300 Python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5348 C Primer Plus 中文版 第六版 Stephen Prata著; 蔡明志譯 其他 1

9789864765263 Effective C#中文版: 寫出良好C#程式的50個具體做法 第三版Bill Wagner著; 楊尊一譯 其他 1

9789864765317 Java程式設計導論(第十版) Y. Daniel Liang著; 蔡明志譯 其他 1

9789864765331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Excel 2010 解題林文恭研究室作 其他 1

9789864765287 Unity 3D遊戲設計實戰(第二版)(適用Unity 5.X) 邱勇標作 其他 1

9789864765294 跳脫框架: 影視剪輯的說故事技巧 Ross Hockrow著; 陳怡伶譯 其他 1

9789864765355 Adobe Photoshop Lightroom CC流光顯影: 攝影玩家的數位暗房!(適用Lightroom CC/6)Scott Kelby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362 Java SE 8與Android 7.x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4765270 Photoshop X Illustrator流行設計集(適用CC/CS6) 楊馥庭(庭庭老師)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324 圖解視覺設計法則: 好設計是這樣構思的95項你需要瞭解的事!Jim Krause著; 古又羽譯 其他 1

9789864765416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2017版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430 App Inventor 2魔法APP設計創意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5515 數位邏輯設計: 使用VHDL 古頤榛, 賴清羽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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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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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5546 Agile成功法則: 敏捷實作者的解決方案 Daniel James Gullo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553 光影之美: 攝影師的現場記錄 Joe McNally原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577 IC3 GS5計算機綜合能力國際認證: 總考核教材豪義工作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584 第一次空拍就上手: 無人機攝影入門指南 Eric Cheng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591 秒懂行動網頁設計: Sublime+Bootstrap+CSS3+HTML5+Cordova專案實作蕭國倫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607 Canon鏡頭使用指南 Jerod Foster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638 跟我學Windows 10: 火力全開 郭姮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652 物聯網如何改變世界 Michael Miller著; 胡為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669 實用LibreOffice Writer 5.3文書處理(ODF專家親授)郭英勝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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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5881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指南 Y. Daniel Liang著; 蔡明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898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5904 Photoshop完美影像工作簿｜世界夢幻隊講師的創意影像編修與頂尖合成技Glyn Dewis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911 Minecraft 玩家終極攻略第三版 Stephen O'Brien著; 王豪勳譯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5928 Arduino初學完全指南 周忠信. 吳奕宏. 謝翰誼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935 軟體研發VB 國際認證教戰手冊 MTA Exam 98-361吳進北.林文恭研究室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942 會做簡報就會製作跨平台App: Smart Apps Creator 3超神開發術鄧文淵總 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959 Photoshop酷炫技: 揭密好萊塢特效大師的頂尖技法與設計Corey Barker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086 軟體研發C# MTA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國際認證教戰手冊(MTA Exam 98-361)吳進北,林文恭研究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093 威力導演15數位影音創作超人氣 威力導演課程首席講師 李燕秋作 其他 1

9789864766109 JavaScript+jQuery+Node.js網頁設計與物聯網應用開發教本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4766116 中老年人快樂學電腦(Windows 10+Office 2016) 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6123 與Ubuntu共舞: 中文環境調校x雲端共享x Libreoffice x 架站 x dropbox自己架吳紹裳作 其他 1

9789864766130 資料庫管理 MTA Database Fundamentals 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4)吳進北,盧佳君,林文恭研究室 其他 1

9789864766161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中文介面第二版)鄧文淵 總監製,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6178 IoT物聯網無限商機: 產業概論x 實務應用 裴有恆,林祐祺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314 福爾摩沙彌撒 林明杰委託作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917 外西凡尼亞的美麗刺繡 谷崎聖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悲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0

送存冊數共計：140

愛唱歌手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貳工作室



9789866042409 擁有與失去之間(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查理宛豬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16 作自己的主人(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黃子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23 恩情比山高(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孫世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30 內心裡的笑容(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史黛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47 把愛放在心裡(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蟲神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54 告訴自己要誠實(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Julia Chou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61 別忘記說謝謝(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萬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78 打開財富之門(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鄭仁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85 分享平安與幸福(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麻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92 播下快樂的種子(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三娃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508 勤奮+決心=成功(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雲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515 把聰明變智慧(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菊子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574 兩岸學術交流會議論文集. 2017 李洙德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77 試由濂溪思想說開來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4157 葡萄酒新思維 王立文等合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333 縛靈(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4340 禁獄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4357 禁獄(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4364 鬼都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4371 鬼都(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4388 惡靈鏡區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74395 惡靈鏡區(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00 鬼作伴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17 鬼作伴(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24 怪物(簡體字版) 笭菁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02055 禁忌. 2: 借胎(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30 惡童書. 3: 唱歌的骨頭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09 惡童書. 4: 白雪公主(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31 禁忌. 2: 借胎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86 妖異魔學園. 1: 群魔校舍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62 禁忌. 6: 返魂(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16 妖異魔學園. 4: 猩紅色月亮(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23 妖異魔學園. 6: 終曲(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47 妖異魔學園. 5: 疫魔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48 禁忌. 6: 返魂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079 禁忌. 4: 化劫(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77 惡童書. 8: 青蛙王子(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54 惡童書. 1: 顫慄灰姑娘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53 妖異魔學園. 1: 群魔校舍(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92 惡童書. 2: 除魔灰姑娘(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22 禁忌. 1: 敲門(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39 妖異魔學園. 4: 猩紅色月亮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78 妖異魔學園. 2: 兒童劫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60 惡童書. 5: 國王的新衣(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嗨森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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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智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愛普拉斯



9789865602215 禁忌. 3: 醫院 笭菁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91 惡童書. 2: 除魔灰姑娘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46 惡童書.8: 青蛙王子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85 惡童書. 3: 唱歌的骨頭(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84 妖異魔學園. 6: 終曲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161 妖異魔學園. 5: 疫魔(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208 惡童書. 1: 顫慄灰姑娘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07 桃花劫(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14 桃花劫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35 怨亡錄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50 丑時之女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58 末日審判(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04 死魂葬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72 血島獵殺(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26 地獄門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28 驅魔師(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42 死靈(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52 禁忌. 4: 化劫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69 禁忌. 1: 敲門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21 禁忌. 5: 試膽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10 地獄門(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06 惡童書. 6: 睡美人(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20 妖異魔學園. 3: 血腥十字架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74 血島獵殺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43 禁死令(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36 血孃(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83 惡童書. 4: 白雪公主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68 乾嬰屍(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38 禁忌. 5: 試膽(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03 死神祭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34 血孃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41 九尾妖狐(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75 爛鬼樓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82 爛鬼樓(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29 魔女(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59 死神祭(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44 妖異魔學園. 3: 血腥十字架(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12 魔女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76 惡童書. 5: 國王的新衣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80 妖火(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27 末日審判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98 驅魔師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90 惡童書. 6: 睡美人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51 乾嬰屍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11 死魂葬(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66 人魚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67 人魚池(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73 妖火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697 丑時之女(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99 青墓原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05 青墓原(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13 惡童書. 7: 美人魚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345 禁忌. 3: 醫院(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437 妖異魔學園. 2: 兒童劫(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65 怪物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89 死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796 禁死令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02 海魂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33 海魂(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19 九尾妖狐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581 怨亡錄(簡體字版)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64 禁忌: 電梯 笭菁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71 禁忌: 電梯(簡體字版) 笭菁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02840 都市傳說第二部：(1)廁所裡的花子(簡體字版) 笭菁 其他 1

9789865602857 都市傳說第二部：(1)廁所裡的花子 笭菁 精裝 1

9789865602888 蛋捲愛情故事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01 大學房客(簡體字版)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18 總有愛你的一天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25 我們愛過了然後呢(簡體字版)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32 大學房客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49 被詛咒的廣告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56 我們愛過了然後呢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63 禁忌: 探病. 2(簡體字版)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70 總有愛你的一天(簡體字版)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87 禁忌: 探病. 2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5602994 蛋捲愛情故事(簡體字版)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9539203 被詛咒的廣告(簡體字版) 笭菁 1 其他 1

9789869539210 小貓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27 小貓(簡體字版)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34 本色(簡體字版)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41 本色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58 血花熱蘭遮(簡體字版) 施百俊著 1 其他 1

9789869539265 秘劍(簡體字版)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72 祕劍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89 浪花(簡體字版)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39296 浪花 施達樂 1 其他 1

9789869544801 王雨煙(簡體字版) 黃健著 1 其他 1

9789869544818 王雨煙 黃健著 1 其他 1

9789869544825 國術 張軍 1 其他 1

9789869544832 在地獄(簡體字版) 沈默 1 其他 1

9789869544849 在地獄 沈默 1 其他 1

9789869544856 找死拳法(簡體字版) 滄海.未知生 1 其他 1

9789869544863 找死拳法 滄海.未知生 1 其他 1

9789869544870 國術(簡體字版) 張軍 1 其他 1

9789869545310 絕地通天 高普 1 其他 1

9789869545365 絕地通天(簡體字版) 高普 1 其他 1

9789869545372 太平客棧(簡體字版) 姚霆 1 其他 1

9789869545389 太平客棧 姚霆 1 其他 1

9789869545396 鐵瓦琉璃 慕容無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02 八陣無極圖 朱先中,黃嗣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19 八陣無極圖(簡體字版) 朱先中,黃嗣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26 滄海橫刀(簡體字版) 風過阡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33 滄海橫刀 風過阡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40 鐵瓦琉璃(簡體字版) 慕容無言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64 山魅 思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71 七大寇紀事(簡體字版) 沈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88 七大寇紀事 沈默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807 神斷六爻卦例 張恩和等合著; 文墨龍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4666 Windows 10超級練功坊 PCuSER電腦人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758 成功開店計畫書: 小資本也OK!從市場分析、店面經營、行銷規劃,你要做的是這20件事關登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772 職場專用Excel 公式+函數超級辭典: 新人、老鳥到大師級都需要的速查指引王國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789 比別人快一步的Google工作術: 從職場到人生的100個聰明整理提案電腦玩物站長Esor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6

送存冊數共計：136

萬象藏真文化



9789861994796 孩子的科學遊戲: 53個在家就能玩的實驗全圖解蕭俊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551 懂溝通易成功: 166則實例給您溝通與成功經營術柯朝祥作 平裝 1

9789869447201 選擇權高手30日養成術. 基礎篇 Dave C, 吳西蒙, Amber作 其他 1

9789869447256 CATIA V5教育訓練手冊. 曲面造形篇 尤春風作 其他 1

9789869447263 Ansys/workbench有限元素分析及工程應用 蔡國忠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7287 Creo Parametric 4.0電腦輔助設計. 基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9447294 Creo Parametric 4.0電腦輔助設計. 進階應用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9464307 專利實務產業之創新與發明 魏廣炯作 平裝 1

9789869464314 創造外匯市場絕對報酬: MT4全自動交易解密 周宏恩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4321 簡易電腦入門Windows 7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464338 S2A創客實戰演練: 用Scratch 2.x玩轉Arduino 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869464345 WFDuino創客實戰演練: 用Scratch 2.x玩轉Arduino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869464352 精通Inventor 3D實例應用詳解 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464369 數位攝影技術完全學習手冊 尚奇數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4376 精彩Flash CS6動畫玩家 蔡國強作 平裝 1

9789869464383 舞動Excel 2016中文版 黃景增作 平裝 1

9789869464390 Microsoft Office Excel專案管理實務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869496308 Project專案管理實務 立雅科技作 平裝 1

9789869496315 精通SolidWorks 2016. 進階篇 陳俊鴻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6322 Visual Basic.Net 2017物件/函數物件/元件模組開發寶典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496339 精通UniGraphics NX10. 基礎入門篇 梁景華作 平裝 1

9789869496346 舞動倉頡輸入法 數位內容工作室作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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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354 遊走迷宮: 一場意想不到的旅行 蘿珍.波圖翁作; 古瑛芝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385 膠原血管疾病對症導航 竹內勤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392 在故事王國找東西 山本真嗣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408 在食物王國找東西 山本真嗣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415 在浪費王國找東西 山本真嗣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01439 熱帶雨林大發現: 100款透明貼紙遊戲書 凱洛林.塞米斯作; 邱佳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453 巴黎街頭大探險 瑪莉卡.法芙作; 邱佳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460 世界野生動物地圖 娜塔莉.休斯作; 邱佳皇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164 稱孤道寡: 打造中國兩千年專制皇權的四大帝王林錚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171 武士: 東瀛戰士的虛與實,生與死 林錚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5700 遠西掠影: 十六世紀以來的歐洲與世界 蔡東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5717 效益主義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 邱振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731 義大利城市筆記: 永恆與瞬間的日常鏡像 李佳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5755 蹣跚走來的民主: 歐洲歷史中的非主流制度與現代普世價值蔡東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859 自主autonomy: 這真的是「我」做的決定嗎? 陳奕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59 自主autonomy: 這真的是「我」做的決定嗎? 陳奕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66 正義justice: 為弱勢發聲,與我何干? 吳澤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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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經瑋文化



9789869291866 正義justice: 為弱勢發聲,與我何干? 吳澤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73 友情Friendship: 什麼樣的人值得當朋友? 鄭合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73 友情Friendship: 什麼樣的人值得當朋友? 鄭合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80 公德Civic virtue: 先生,你的垃圾掉了 黃豐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80 公德Civic virtue: 先生,你的垃圾掉了 黃豐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97 感恩Gratitude: 誰成就了今天的我? 黃薏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897 感恩Gratitude: 誰成就了今天的我? 黃薏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204 導論introduction: 品德怎麼教? 林火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204 導論introduction: 品德怎麼教? 林火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8766 妾心不臣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8773 何其有幸 梁以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27 穆如清風 燦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34 槍聲與告白 攸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41 宅神謀妻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58 不單純小姐 簡單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65 愛上兄弟 昕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72 軒蘭問情 唐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89 蓮華 涼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2796 無雙花 善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907 女大當家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914 女醫的微醺愛情 余宛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519 當代譯本聖經 平裝 1

9789865801533 當代譯本聖經 其他 1

9789865801540 聖經和合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557 聖經和合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1564 聖經和合本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414 新的開始來自於聖手的雕琢 楊國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60414 新的開始來自於聖手的雕琢 楊國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453 東京必買VS代購人氣小物特蒐: 最具公信力的手信排行榜張晏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460 每天瞇10分鐘提高免疫力及專注力 帝埃里.德格瑞斯朗瑪, 佳莉.薩龍松內.弗羅蒙作; 范堯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900 我的攝影之路: 用光作畫 楊塵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6998 紅色舞台: 毛澤東的崛起(復刻典藏本) 李昂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15 李善蘭: 改變近代中國的科學家 楊自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22 亞馬遜森林探勘先鋒: 徐畢克斯用科學寫日記,發掘全新物種Klaus Schonitzer著; 陳克敏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39 是誰在抹黑明朝? 覃仕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46 獨立路上: 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 梁啟智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塵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新聖整形外科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跨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聖經資源中心



9789869486453 孟子的故事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60 北洋政壇見聞錄 薛觀瀾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77 民初報壇變色龍: 薛大可憶往錄 薛大可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84 薛觀瀾談京劇 薛觀瀾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6491 武昌風雲: 劉玉林傳 劉樹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07 占星縱橫談: 十星三位的祕密 鄭錠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14 清朝真的很有事 覃仕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52 十八世紀的復甦: 維多利亞時期的圖畫書與懷舊的年代林芊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83 求幸福齋隨筆: 民初報人何海鳴的時政評論 何海鳴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517 詩潮選集 高準總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6702 天下第一奇書厚黑學 李宗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719 一生受用的禪智慧 熊述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726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耐基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503 烹小鮮: 張忠良書法墨藝專輯 張忠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939 艾克雷西亞Ecclesiastes. 3 野扶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560 超負荷時代: 即將崩潰的流通世界 艾德華.休姆斯(Edward Humes)著; 吳煒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77 縮時社會: 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 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77 縮時社會: 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 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著; 王寶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84 誰鳥你!做自己才是王道 湯米.耀德(Tommy Jaud)著; 李昕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429 渣誌: 打手槍到死的99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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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1465 有姝 風流書呆作 初次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1472 有姝 風流書呆作 初次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1489 有姝 風流書呆作 初次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1496 有姝 風流書呆作 初次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827 第二輪班: 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 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著; 張正霖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0834 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 黃應貴等作; 黃應貴, 鄭瑋寧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新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德健康環保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業餘畫匠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詩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42647 有效管理財務資源: IFRS會計決策實務 吳開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5857 行政處分的構造 程明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465 專業守門人與公司治理 John C. Coffee Jr.著; 江朝聖等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6472 財經法制論文輯 胡心蘭等作; 臺灣企業法律學會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809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 溫拿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6816 票據法關鍵選擇 孟齊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6823 股份有限公司法研究 戴銘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830 公司法題型破解 楊翰, 齊軒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847 英文這題會考! 邦尼.考高芬(Bunny Coolfguyfan)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6854 財稅法題型破解 大寶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861 表解中國文學史 林曉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6878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 李建良主編 精裝 2

9789862956885 1試就上: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模擬試題大全. 2017學稔作者群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956892 董事財報責任案例評析 陳春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908 一紙對付壞鄰居: 大家都可以自己依法解決的公寓大廈糾紛黃彥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922 華人社會與文化: 試題本 新學林華語文編委會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939 實務必考熱區行政法 鳴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946 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一卷姜世明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6953 幽谷聽泉 劉怡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6960 身分法題型破解 大邁, 雷霸龍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6977 秋的轉折 謝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6984 海商法與海洋法題型破解 晴天, 麥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991 出車禍了!然後咧? 法蘭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004 國文這題會考! 悅讀經典工作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028 勞動社會法題型破解 爾畢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035 考前特蒐 2017 BEST SELECTION Twisted Fate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042 要上班了!然後咧?: 教你當個聰明的職場勞工 蔡晴羽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059 被壓榨了!然後咧?: 給你職場勞工自保的21招 蔡晴羽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066 民法物權 鄭冠宇著 七版 精裝 1

9789862957073 民法總則 鄭冠宇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2957110 作物生產概論 王慶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127 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 林洲富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134 犯罪、資恐與洗錢: 如何有效訴追犯罪? Arndt Sinn等作; 吳俊毅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141 解密國考大數據: 保險法 格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165 政府採購法之實務 王國武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226 實務必考熱區: 民總、債法 張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332 文章必考焦點: 商事法(公司、證交、保險) 追夢綠, 溫拿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684 三鐵鍛鍊解剖書 馬克.柯里昂, 特洛伊.傑考森作; 邱佳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691 博物館裡的貓館長: 那些我們認真鎮守文物的日子馬未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07 超圖解刀劍人物傳真打 刀劍人物研究會作; 楊家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14 十年一覺紅樓夢: 十二金釵的女人心事 閆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21 NEW TYPE專用機完全BOOK 雙葉社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38 健美鍛鍊解剖書 尼克.伊文斯作; 邱佳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45 圖鑑版軍裝、紳士服飾史 辻元よしふみ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52 這句話突破盲點!: 1001條古聖先賢的脫魯金句 史蒂芬D.普萊斯(Steven D. Price)著; 陳岡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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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7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興彩色印刷

瑞霖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學林



9789868637610 戴之甫畫集 戴之甫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5872 淨土要義 普力宏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2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寶月金剛上師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563 晨鐘起薰法香: 聞法札記 慈濟志工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570 I Love Vegetables Dharma as Water Team, Tzu Chi USA文; Jiang Jiajing插圖 精裝 1

9789869376587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七年. 夏之卷 釋德[], 釋德需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033 慈悲科技MIT 葉子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033 慈悲科技MIT 葉子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682 細語甘霖: 每日靈修系列: 提摩太後書、提多書文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699 細語甘霖: 每日靈修系列: 提摩太前書 文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705 箱子!箱子 珍.尤蘭作; 克里斯.席班繪;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736 夏綠蒂的撲滿 大衛.麥基(David Mckee)作.繪;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750 水公主: 喬琪.巴迪爾的真實故事 蘇珊.福迪作; 彼得.雷諾茲繪;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767 你很特別(幼兒紙版書) 陸可鐸(Max Lucado)著; 馬第尼斯(Sergio Martinez)圖; 郭恩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774 由小書齋到百合書屋 殷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781 竹窗感懷 殷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798 沙堡之王: 你把生命建立在沙土上嗎? 瑞奇.威克森(Rich Wilkerson)作; 鄭毓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804 超越五百年的影響力: 馬丁路德今天仍舊說話 莎拉.威爾森(Sarah Wilson)作; 廖元威, 魏玉琴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379 顧好身體大門「口」! 吳立群作; 高智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386 阿良的歸白人生: 從吸毒犯到反毒志工 高肇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045 詩之外: 向明詩文集 向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60052 三隨集 謝輝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60069 美國詩選(1650-1900) 宋穎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60076 覃子豪詩選譯 宋穎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60083 樹 楊正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937 筆尖上的擺渡人 樂擎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溦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濟中文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瑞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燈雜誌企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034 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特刊 黎日光主編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3263 每天讀一點德文: 知君何日同: 81封二戰舊信中的德國往事沈忠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249 TOPIK I新韓檢初級,聽力.閱讀全科總整理 李炫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4447 活用文法之韓語寫作. 初級 鄭潤道, 鍾長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612 日語50音聽說讀寫一本通升級版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7643 蜘蛛網式學習法: 12小時越南語發音、單字、會話,一次搞定!阮蓮香, 吳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650 新日檢N4單字帶著背! 張暖彗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467667 圖解時尚日語: 彩妝、髮型、服裝、配件一網打盡!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7674 信不信由你: 一週開口說義大利語 林玉緒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7681 韓語40音帶著背 繽紛外語編輯小組作 修訂版一版 其他 1

9789869467698 一考就上!新日檢N5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801 跟著聽、照著說: 初學者超簡單韓國語 鄭惠賢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5818 夏祭東北 蔡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825 浪漫遊印度: 愛上印度的22個理由 亞瑟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8633 與古典文學有約: 小窗幽記 (明)陳眉公作; 李安綱, 趙曉鵬論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02 甲骨文字典 徐中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19 圍棋自學手冊: 手筋與攻防 丁開明, 杜維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33 蘇東坡和他的大宋朝 徐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57 奇門遁甲四柱推命4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64 幽默是態度更是技術: 你也能成為笑聲製造機 馮國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71 健康的關鍵是脊椎: 防病強身全靠它 張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88 象棋寶典. 中局篇 張影富, 張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095 人生觀念整理術: 50個暗藏危機的謬誤說法總檢討黃志堅, 成自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342 島國之春 廖童年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206 廖玉蕙台語讀散文. 02: 人生哪會遮爾仔譀古(有聲書)廖玉蕙著 其他 1

9789869468213 廖玉蕙台語讀散文. 01: 火車行過的時(有聲書) 廖玉蕙著 其他 1

9789869468220 廖玉蕙台語讀散文. 03: 講一个故事予恁聽(有聲書)廖玉蕙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43963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05年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43970 靜力學試題精選 徐毓宏, 許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008 哈囉哈囉馬尼拉 黃駿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慢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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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一印刷影印行

新寶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瑞蘭國際



9789866197888 輔仁大學校史室收藏南京教區契約文書選輯 輔仁大學校史室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6197970 來自遠方的天使: 羅麥瑞修女的臺灣情緣 羅麥瑞口述; 雷俊玲, 周雪舫採訪; 周雪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485 從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認識景福精神 謝博生, 方偉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374 警察考試專用法令寶典. 2018 林易璋, 洪聖崴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73381 警察考試專用法令寶典. 2018 林易璋, 洪聖崴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24 對話?亞洲天主教資源手冊 Edmund Chi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17 經濟議題服務模式思維: 台灣金融社會工作實務運用邱淑芸, 張素菁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48 新北市機能紡織i時尚計畫專刊致慶: 衣鳴驚人. 2017何兆華, 鄭靜宜, 黃盈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99 25: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畢刊. 25屆 范湘敏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906 全能古蹟燒毀王: 遊戲公式設定集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134 愛藝想: 臺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作品集. 2017第六屆王慧萍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509 大肚順安宮誌 黃敦厚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9138 大臺中中醫師公會藥用植物調查 東山高中篇 黃世勳, 蕭世洪, 林煥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9151 器露風華: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6 林貴幸主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花藝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肚順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臺中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圖文不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大元國小美術班班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景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宗教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金融社工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數位科技教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909 中醫臨床有效案例彙編 陳光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730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巴宰的原鄉: 后里舊社開發史陳慶宗, 張銀平撰文 再版 精裝 2

9789869123747 蓬山下的歷史文化: 舊情綿綿JIUSHEㄟ(農達人. 2)張慶宗撰文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901 愛麗絲的秘密花園: 華盛頓小學畢業美展作品集.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125 臺中蓮社春秋季祭祖法節 會性法師審定 平裝 2

9789869361132 醒盧詩集 徐醒民著 平裝 1

9789869361132 醒盧詩集 徐醒民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041 翰墨情緣: 臺中市書法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7余麗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736 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7 陳誼芝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906 西瓜日記 吳畹敏文字; 陳勇男, 林琇琪, 吳畹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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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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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668 梧棲青少年新詩大展. 2017 紀堃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5762 小河愛唱歌 董宜俐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8131 臺北市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55週年會員作品專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修女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忠孝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中國畫學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華藝女子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龍井區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書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市華盛頓國小

中市中醫師公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9712 靜修一百,璀璨風華: 天主教靜修女中100週年紀念特刊. 1916-2016王碧秋, 李亞星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011 南港郊山低碳微旅行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9453028 在故事與綠意的轉角: 更寮百合低碳步道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9453035 走獨礦山奇脈: 北興宮步道低碳微旅行 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9789869453042 臺北市第一條封溪護漁的河川: 四分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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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72410 景觀園藝實用寶典: 學校沒教の秘笈 王金添等作; 藍麗珠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415 辯經練習手冊 洛桑蔣千作 增訂一版 精裝 1

9789869288439 理路幻鑰.小理路. 6, 總與別的建立 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908 最完整的兒童穴位保健聖經 李志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22 膽固醇靠邊閃!踢開內臟脂肪這個討厭鬼 唐仕民, 陳朝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39 國學原來這麼有趣: 超有料的100個經典國學常識葉君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53 中國文化原來這麼有趣: 超有料的100個中國文化常識殷芩, 許生一, 蔣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20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7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378 衍生: 視覺傳達設計系106級畢業專題製作.畢業作品年鑑劉玲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8582378 衍生: 視覺傳達設計系106級畢業專題製作.畢業作品年鑑劉玲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0618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Windows 7/Word 2010版洪美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0960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五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50977 商業概論時事題暨歷屆試題精選. 2016-2017年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098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學科 林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0991 宏碁雲教授物聯網應用與設計 李啟龍, 林德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1004 大學升了沒 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1011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028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035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1042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059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165 大學升了沒 數位邏輯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劉明舜, 旗立理工研究室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1158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八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51141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八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51134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A 旗立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1103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旗立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城市科大工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北市景觀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9789863851110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110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楊明豐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127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講義 宋由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1080 計算機概論B滿分總複習 旗立研究室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097 計算機概論B滿分總複習 旗立研究室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097 計算機概論B滿分總複習 旗立研究室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073 大學升了沒 電子概論與實習攻略本 羅仲修, 黃旺根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851172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189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189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196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滿分講義(全) 徐毅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851202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1219 A咖幫幫忙 會計學學習講義 吳秀蓮編著 七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51226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瑋博POS系統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1233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1240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微創POS系統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1257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富士通POS系統完全攻略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107 傑出大陸臺商獎專輯. 2013-2016 洪鉛財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4615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歷史(一) 王先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22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公民與社會(一) 尹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39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地理(一) 林逸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46 全國高中月期考題庫: 基礎物理(一)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53 高中國文滿點學習手冊. 國學常識篇 陳益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60 升大學歷屆學科能力測驗大解碼. 社會考科 鄒臥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77 升大學歷屆學科能力測驗大解碼. 自然考科 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658 春心長閑櫻花艷 江日榮著 精裝 上冊 1

9789869250665 春心長閑櫻花艷 江日榮著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3384 老後的好命自己拚 北海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797 早知道早幸福: 30歲財務自由的夢想 朱嘉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05273 致富秘笈.無往不利88高招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32 (最新圖文版)常見慢性病神效自療術 松田京英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49 心靈遊戲學會寬容學會愛 李竹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56 勸忍百箴: 忍一時風平浪靜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63 受用不盡一生關鍵24堂課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70 (典藏圖文版)增訂本草從新 吳儀洛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7987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智慧 玄奘原譯; 心覺恭釋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綜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領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33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擎天



9789578007994 長袖善舞 紅頂商人胡雪巖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07 (彩圖版)五穀雜糧健康養生食療術 張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21 (彩圖版)黃帝內經: 養生治病秘典 呂良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38 (彩圖秘笈)八段錦 達摩易筋經 華陀五禽戲 梅長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45 (彩圖版)全臺最靈旺88財神廟 石二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52 命名彙典: 一命二運三風水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69 火眼金睛透析人性讀心術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76 通往財富寶庫的五道金門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083 中老年慢性病癌症防治寶典 簡家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06 (圖文版)墨子兼愛非攻.極效管理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13 (雙彩版)中文拼音簡單輕鬆說日語 林淑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20 (嚴選實用版)七體書法大字典 王亭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37 (益智版)男性私密悄悄話Q&A 馬曉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44 姓名密碼翻: 身轉運.富貴寶典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68 天下第一兵法鼻祖鬼谷子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75 包公夜審烏盆驚世奇案 (清)不題撰人原著; 李曉波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82 中老年健康養生常青術 簡家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199 呂氏春秋大業開創72經略 呂不韋原著; 劉燁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05 (圖文版)高血壓健康養生預防治療 許安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12 卡耐基千峯攻頂必勝金律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29 厚黑教主李宗吾八面玲瓏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36 半部論語: 齊家.治國.平天下 孔子原典; 高群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43 孫權決戰三國.致勝方略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50 猶太商經快速賺進百萬金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67 振聾發瞶.暮鼓晨鐘禪故事 釋心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74 素書: 天下第一.謀略寶鑑 黃石公原典; 李曉波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81 狼行天下: 貪婪噬血伺機群攻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298 (經典珍藏全集)湯頭歌訣 汪訒庵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04 紀曉嵐智鬥和珅傳奇演繹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11 三國演義精彩演繹36計 徐道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28 日本行銷冠軍原一平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35 (圖文版)高血糖症極效控管與食療 高國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42 文壇巨擘蘇東坡全傳 蘇軾原典; 高群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59 求職面試無往不利錄取絕招 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66 朱子百家近思錄新解 朱熹原典; 劉守訓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73 史上最強天下第一謀算術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80 冰鑑曾國藩相骨識人.千古奇書 曾國藩原典; 道玄子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397 三國演義(白話經典完整版) 羅貫中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08403 三國演義(白話經典完整版) 羅貫中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08410 一統天下.千古一帝秦始皇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27 艾米爾.貝科特關鍵韜略100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34 盪氣迴腸動人心弦禪故事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41 胡雪巖官場挺勢.縱橫商場 劉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58 縱橫商場.華人首富李嘉誠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65 好習慣健康長壽秘訣 簡明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89 猶太致富商經智慧枕邊書 李燕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496 長命養生健康常識小百科 高國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02 鑑經(晉商)企業興盛到衰敗 劉燁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19 康熙王朝大清帝國崛起 高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26 老二哲學厚黑出頭天 高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33 (彩圖版)五福臨門招財進寶好運到 玄磯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57 (圖文並茂)張居正帝鑒圖說 張居正原典; 玄磯子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64 (經典珍藏版)金匱要略新義新註 (東漢)張仲景原著; 陳修園集註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71 傷寒論新義(全集.珍藏版) 余無言編著 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578008588 (圖文版)叱吒風雲.上海教父杜月笙 李曉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595 善用心機.活用心計史上最強成事經 玄磯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01 (圖文版)三國演義千古英雄人物 徐道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18 感人肺腑大愛故事精選輯 沈怡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25 透心術: 一眼看穿人性 高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32 唐高祖李淵: 大唐帝國崛起 高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49 權經: 出將入相領導統御術 道玄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56 態度決定高度魔鬼藏在細節 高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63 本草備要(珍本全集.典藏版) 汪訒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670 中國歷史10大開國帝王 徐道存[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08687 中國歷史10大開國帝王 徐道存[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08694 易經精髓簡單輕鬆活學活用 道玄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00 (彩圖版)中國帝后嬪妃後宮秘傳 高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17 李嘉誠經商致富.活用孫子兵法 高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31 (圖文並茂)三十六計天下第一.謀略寶鑑 道玄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48 農民曆趨吉避凶民俗寶典 法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79 紀曉嵐絕處逢生致勝韜略 李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86 (彩圖版)面相五官病癥按診穴療 廖井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793 韓非子.法.術.勢縱橫天下謀略術 韓非子原典; 慕容華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09 禪透心靈小故事大智慧 悟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16 (白話新解)中國通史精華全集 賴榕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23 開店創業天時.地利.人和招財術 李燕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30 挺經曾國藩高瞻遠矚平步青雲 李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47 (圖文版)中國歷史100位帝王將相 劉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908 日本人長壽秘訣蹲著過日子 簡明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92 縱橫商場投資致富活用36計 高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85 (彩圖版)綠茶減肥防癌健康養生術 西田健雄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54 中老年健康養生食療術 高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61 觀世音菩薩得道全傳 釋心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878 (彩圖版)最新指壓按摩精選 英田美代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08939 簡單輕鬆.學會易經六十四卦 道玄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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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3681 新多益英文文法訓練書. Basic Paul Emmerson著; 李盈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3674 新多益英文文法訓練書. Intensive Paul Emmerson著; 李盈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1828 150翻翻樂: 測一測,量一量 蘿西.赫爾(Rosie Hore)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納(Enrica Rusinà)圖; 戴淳雅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1958 老後所煩惱的事,有九成都不會發生 枡野俊明作; 詹慕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16 愛是人間最好的藥: 臺北慈濟醫院院長趙有誠的全人醫療趙有誠著; 邱淑宜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054 我做得到!小小工程師蘿西 安德麗雅.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092 彈力模型動手做: 恐龍大復活 約翰.馬蘭(John Malam)文; 凱特.麥克利蘭(Kate McLelland)繪 ;王季蘭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115 創意科學實驗365 米娜.雷希(Minna Lacey), 麗莎.葛拉斯彼(Lisa Gillespie), 露西.鮑曼(Lucy Bowman)文; 艾利克斯.渥克(Alex Walker)等圖; 陳偉民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146 好品格童話. 2: 孔雀先生的祕密 賴曉珍文; Cindy Wume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153 好品格童話. 1: 壞脾氣的星星 賴曉珍文; 尤淑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306 馬克的完美計畫 丹.哥邁哈特(Dan GEMEINHART)文; 黃雅玲圖; 黃琪瑩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313 微笑警察 劉清彥文; 呂游銘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337 老鼠郵差去度假 瑪麗安.杜布文.圖; 邱瑞鑾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344 葛瑞的囧日記. 4, 辛酸的夏天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351 小麗騎三輪車 豐田一彥文.圖; 米雅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368 鯨鯊大奇航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劉佩妏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382 媽媽是永遠的老師 蔡穎卿作; 翁書旂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399 媽媽是最初的老師: 一位母親的十年教養札記(十週年紀念版)蔡穎卿作; 翁書旂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412 享受吧!50後的第三人生 丁菱娟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429 不偷懶小學. 4, 忍不住大師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443 Uber與Airbnb憑什麼翻轉世界: 史上最具顛覆性的科技匯流,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與商業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450 HIIT地表最強燃脂運動: 1天4分鐘,2週消滅3.7kg體脂肪岡田隆作; 陳光棻譯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0

送存冊數共計：92

僑光科大資訊科技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語言工場



9789864792467 城市自然小偵探: 田園老師的校外自然課 羅友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474 觀念生物學. 1: 模式.能量.訊息 霍格蘭(Mahlon Hoagland), 竇德生(Bert Dodson)著; 李千毅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481 觀念生物學. 2: 機制.回饋.群集.演化 霍格蘭(Mahlon Hoagland), 竇德生(Bert Dodson)著; 李千毅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498 觀念生物學. 3: 循環.網路.複雜 尼達姆(Cynthia Needham)等著; 李千毅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498 觀念生物學. 3: 循環.網路.複雜 尼達姆(Cynthia Needham)等著; 李千毅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504 觀念生物學. 4: 共生.平衡.互利 尼達姆(Cynthia Needham)等著; 李千毅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511 我本來就很愛你啊！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511 我本來就很愛你啊！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528 騰訊傳: 中國互聯網公司進化論 吳曉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535 心理學如何幫助了我: 享受美好人生的八堂生活課劉軒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542 張洹生死書 沈鬱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559 生來破碎 胡軍軍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566 創意美術365 費歐娜.瓦特作; 艾瑞卡.哈里森等設計暨插圖; 楊慧莉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2580 馬雲:未來已來 阿里巴巴集團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597 小島來了陌生爸爸 安娜.沃茲(Anna Woltz)著; 林敏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603 在雪花飄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後的一堂課 瓊瑤作 第一版 平裝 14

9789864792603 在雪花飄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後的一堂課 瓊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603 在雪花飄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後的一堂課 瓊瑤作 第一版 平裝 -9

9789864792603 在雪花飄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後的一堂課 瓊瑤作 第一版 平裝 -3

9789864792610 黑松百年之道: 堅持夢想的腳步 傅瑋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2627 魔電聯盟. 6, 衝出監獄島 理查.保羅.伊凡斯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2634 蓋被被 乖乖睡 新井洋行作; 張桂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641 我的一生很平凡，只有愛而已: 丁松筠神父的生命之旅丁松筠著; 李俊明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658 誠品時光 林靜宜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665 看穿無形的心理操控: 拿回你的人生主導權 海芮葉.布瑞克(Harriet Braiker)著; 林又千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672 薩克斯自傳 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 黃靜雅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689 第四次工業革命 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著; 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696 以色列菁英創新奇蹟 傑生.紀偉哲(Jason Gewirtz)著; 林添貴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702 醫療大數據 馬科尼(Katherine Marconi ), 萊曼(Harold Lehmann)主編; 何承恩等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719 愛因斯坦最大的錯誤: 世紀天才的人性弱點 波戴尼(David Bodanis)著; 黃靜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726 我愛讀天文的故事 路易.史都威爾(Louie Stowell)著; 彼得.艾倫(Peter Allen)繪; 王季蘭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2733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作; 亞當.拉庫(Adam Larkum)繪; 鄧子衿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2740 翻轉白吃的午餐: 台灣從小龍年代到溫水青蛙的警示高希均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771 好品格童話. 3: 偷影子的小精靈 賴曉珍文; 右耳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788 霧起霧散之際 齊邦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795 好品格童話. 4: 狐狸奶奶的魔法餅乾 賴曉珍文; 楊宛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801 誰和我一起搭公車? 瑪麗安.杜布文.圖; 邱瑞鑾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818 失控的多數決: 用科學方法整合七嘴八舌 坂井豊貴著; 龎惠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1118 極樂之邦 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作; 廖月娟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825 經濟學的世界. 上冊: 人人都要懂的個體經濟學高希均, 林祖嘉著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92856 三好一生 星雲大師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863 情緒靈敏力: 哈佛心理學家教你4步驟與情緒脫鉤蘇珊.大衛(Susan David)作; 齊若蘭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894 這就是生物學 麥爾(Ernst Mayr)著; 涂可欣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900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irstensen), 歐沃斯(James Allworth), 狄倫(Karen Dillon)著; 廖月娟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2917 翻轉賽局: 贏占全球資通訊紅利 陳慧玲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924 智能革命: 迎接AI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李彥宏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931 經濟學的世界. 下冊: 富國安民的總體經濟學 高希均, 林祖嘉著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65 哈佛嚴選管理錦囊2 <>全球繁體中文版編輯室編; 張茂芸, 林麗冠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078 魂斷威尼斯 托瑪斯.曼(Thomas Mann)作; 姬健梅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2

送存冊數共計：64

<>全球繁體中文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181 圖解神道教與季節禮儀事典: 一探日本神祇、宗教、神社的相關知識茂木貞純監修;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35 面白日本: 穿梭大街小巷 掀揭探看市井間的文化樣貌神奇裘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373 非請勿入區: 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 蘿伯特.伯因頓(Robert S. Boynton)作;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438 極簡人類史: 從宇宙大爆炸到21世紀 大衛.克利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作; 王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469 關東vs.關西: 不能輸的美味執著 博學堅持俱樂部作; 許郁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0476 學做英國佬 馬爾丁.福特(Martyn Ford), 彼得.里恭(Peter Legon)作; 彭嘉琪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70483 學做英國佬 馬爾丁.福特(Martyn Ford), 彼得.里恭(Peter Legon)作; 彭嘉琪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70490 奈良「地理.地名.地圖」之謎: 解讀「平城京」不為人知的歷史!奈良MAHOROBA Sommelier協會監修; 黃琳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03 大阪「地理.地名.地圖」之謎: 解讀「天下廚房」不為人知的歷史!谷川彰英監修;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27 飛彈、政客與祕密外交: 台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康培莊(John F. Copper)作; 劉泰廷, 許劍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34 最低限度思考: 全世界最單純的問題解決法則 鈴木銳智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41 從安妮到靠得住: 從禁忌到全球大生意,生理用品社會史田中光著; 桑田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58 優雅的時光: 達人聆賞華格納樂劇22年全紀錄 楊世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65 擁抱戰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約翰.道爾(John W.Dower)著; 胡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72 英國下一步: 後脫毆之境 彼得.威爾汀(Peter Wilding)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89 城下町.門前町.宿場町之旅: 57處日本城町的古今巡禮外川淳作; 何佩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596 偉大的甜點課程: 超過500道必學法式經典甜品X80個大師傳授技法艾迪.班加南(Eddie Benghanem)作; 黃意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0609 日本佛像圖解事典: 51尊佛像一次看懂佛像涵義、工法與歷史背景吉田SARASA監修; 夏江(MAMI)繪; 歐兆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16 數學小說閱讀筆記 洪萬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0623 尋山: 流浪攝影師的藏地手記 林盟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30 小紅 陳念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47 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 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54 深思快想: 瞬間看透事物「本質」的豐田思考術稲垣公夫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61 信仰的開花: 日本祭典導覽 林承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78 圖解世界五大宗教全史 中村圭志作;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85 靖國問題 高橋哲哉作; 黃東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04 走入敘利亞破碎的心臟: 請不要遺忘我們!我重返故鄉,見證那些困守內戰的人們怎麼愛怎麼活薩瑪.雅茲別克(Samar Yazbek)著; 許恬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59 種族戰爭: 白人至上主義與日本對大英帝國的挑戰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著; 梁東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772 花漾: 林永明工筆彩墨作品選 林永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73789 瞬間心動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26 陶藝交響曲: 陳貴蘭陶藝創作集 陳貴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73833 微光插圖集 微光分子(yuzi)插畫.圖文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504 解陰、避煞必備寶典: 跟陰煞說掰掰 妙清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566 不凋花藝設計篇 蘆田美紀, 玩創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10 pazo百變趣扣輕手作 pazo趣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27 樹脂黏土手作BOOK: 黏土的可愛變身!甜點x鹹食x動物小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34 線繞小物: 立體粽型篇 蘆田美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41 和風布作花物語: つまみ細工X花卉小物 松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58 八字集議. 己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411 熾熱之夢 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著;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435 符文之子: 德莫尼克(愛藏版) 全民熙著; 張婷婷,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卷1 2

9789863192442 符文之子: 德莫尼克(愛藏版) 全民熙著; 張婷婷,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卷2 2

9789863192459 符文之子: 德莫尼克(愛藏版) 全民熙著; 張婷婷,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卷3 2

9789863192466 符文之子: 德莫尼克(愛藏版) 全民熙著; 張婷婷,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卷4 2

9789863192473 符文之子: 德莫尼克(愛藏版) 全民熙著; 張婷婷,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卷5 2

9789863192565 武道狂之詩. 卷19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572 日落後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旗林文化



9789863192596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2 1

9789863192657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3192664 城隍 林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688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3 1

9789863192695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4 1

9789863192701 君子街,淑女拳. 冬之卷 天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718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5 1

9789863192725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6 1

9789863192770 天使三部曲. 2, 天使城 強.史蒂爾(Jon Steel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2787 天使三部曲. 2, 天使城 強.史蒂爾(Jon Steel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2800 偷心賊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817 1661國姓來襲 李隆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6062 啾啾合唱團 Maurice Pledger原著; 陳立妍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926079 夜行的精靈 Maurice Pledger原著; 陳立妍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926086 恐龍大探險 Maurice Pledger原著; 陳立妍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924174 聲音大發現: 城市和生活 楊金秀作; 珍妮.埃斯比諾薩繪圖 精裝 1

9789862924082 是誰在說話: 自然和動物 楊金秀作; 珍妮.埃斯比諾薩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812 魔法森林的祕密 愛伊娜.貝斯塔德文.圖; 李潔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48 討厭牙刷的男孩 潔拉.希克斯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79 飛天狐猴 潔拉.希克斯文.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46 我的朋友呢? 夏洛特.嘉斯朵文圖; 林幸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07 小內褲仙子 濱口櫻子文.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52 英語教學有一套: 25本英文圖畫書輕鬆教(學齡前)張湘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369 大便 谷川俊太郎詩; 塚本靖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499 提莉的特別假期 吉莉安.希伯斯(Glllian Hibbs)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529 英語教學有一套: 25本英文圖畫書輕鬆教(國小基礎)張湘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536 綠野仙蹤 弗蘭克.鮑姆文; 胡天水圖; 張甲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543 伊索寓言 伊索文; 胡天水圖; 韋葦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550 水中的光亮: 螢火蟲生態繪本 付新華文.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567 我愛爸比 喬安娜.沃爾什(Joanna Walsh)文; 茱蒂.亞伯特(Giuditta Gaviraghi)圖; 魏楚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574 奇幻海洋的祕密 愛伊娜.貝斯塔德文.圖; 李潔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598 等待 凱文.漢克斯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11 我爸爸是長頸鹿 史蒂芬.麥可.金文.圖;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66 棕先生的神奇帽子 今井彩乃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0640 我喜歡數數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657 有趣的加法遊戲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664 快樂的數算遊戲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671 大大小小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671 大大小小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688 東比比西比比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695 現在是幾點?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01 百變金龜車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18 頑皮家族大集合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25 幾何加油站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32 形狀萬花筒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49 小青蛙運動會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56 生活拼圖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63 誰和我們不一樣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閣林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5

閣林文創



9789862920770 馬戲團的神奇之旅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87 魔鏡啊!魔境!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794 下一個是什麼?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00 春夏秋冬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17 哪裡錯了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24 往那裡去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31 大風吹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48 跟著標誌走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55 創意大發現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62 神奇動物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0879 新的世界 余麗玉, 閣林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09310 社交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327 用餐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409334 用餐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409341 購物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358 大城小事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精裝 1

9789574409365 交通運輸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372 電話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389 校園生活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396 實用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409402 實用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409419 實用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409426 實用英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4409433 職場新鮮人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440 辦公室用語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09457 商務會話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4409464 商務會話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4409471 商務會話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574409488 商務會話 閣林<>編輯組文; 郭憶竹圖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4409495 幸福公寓 吳多潤原著; 金素英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01 雪橇馴鹿選拔賽 崔書潤原著; 李銀荷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18 壞孩子學校 金志裕原著; 鄭善英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25 下雪天的承諾 金正鎬原著; 玉素亭英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32 愛的約定 李敏珍原著; 金婉真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49 大家都是小灰豬 金英雅原著; 李相潤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56 巨人的晚餐 吳多潤原著; 金素英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63 誰是森林之王? 鄭熙鏞原著; 金世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70 大熊郵差的花園 金浩政原著; 宋朱恩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87 小河是我家 李元京原著; 楊慧媛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594 害羞的米奧 閔子鴻原著; 金民慶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00 叔叔的改變 閔子鴻原著; 權永默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17 小樂團的演奏會 金禮實原著; 金在淑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24 認真先生和笑笑先生 金浩政著; 林政仁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31 奔跑吧!小斑馬 金志裕原著; 孫正鉉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48 雞蛋不見了 尹美娜原著; 盧承敬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55 發明家艾寶 李惠多原著; 金真敬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62 最棒的綽號 金世實原著; 韓秀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79 夢想叔叔的皮箱 吳多潤原著; 李智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86 我是小小飛行員 吳多潤原著; 李智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693 有話對你說 李惠多原著; Jordi Sales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09 和拖吊車當朋友 吳多潤原著; 李智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16 小象布布打招呼 金世實原著; 李鍾均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23 幸福的粉紅色種子 曹恩晶原著; 金成英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30 太陽和月亮 崔書潤原著; 姜基女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47 金世實原著; 姜京洙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54 燕子記者的讚美日報 金禮實原著; 鄭美藝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尹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61 小斑馬踢足球 金英雅原著; 李馨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78 小波和貝貝的圍巾帽 張知允原著; 韓美愛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785 熊博士信箱 金浩廷原著; 朴洙貞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其他 1

9789574409792 小作家佩佩 尹美娜原著; 朴濟姬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08 送禮物給老師 金禮實原著; Mique Moriuchi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15 演一棵樹好嗎? 尹美娜原著; 鄭銀淑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22 冬精靈的計畫表 李惠多原著; 崔在勳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39 咕曼學跳舞 李敏珍原著; 金弘列烈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46 大灰熊的夢想 金允英原著; 金溪萬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53 青春的祈禱 金英雄原著; 盧文英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60 聰明的小酋長 金志裕原著; 黃燿變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77 小國王的妙魔法 金世實原著; Anna Ladecka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884 三隻豬小妹 吳多潤原著; 李智妍繪圖; 沙小雯, 周琡萍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09914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七部不更新的生活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其他 1

9789574409921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六統合綜效的協調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其他 1

9789574409938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五知己知彼的關懷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其他 1

9789574409945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四雙贏思考的思考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其他 1

9789574409952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三要事第一的學習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精裝 1

9789574409969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二以終為始的計畫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其他 1

9789574409976 未來領袖CEO菁英計畫: 計畫一主動積極的行動力西恩.柯維(Sean Covey)作; 呂衍慶翻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538 技術高中英文(C版). V 劉宜君, Martin Mullaney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761 紫羅蘭外傳 日京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22778 魔法學園. 6, 外傳前篇 日京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2785 魔法學園. 7, 外傳後篇 日京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0125 別搞混了,科學!152個令人分不清的科學知識 兒童科學東亞著; 陳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818 臺南市書法學會丁酉年會員作品集暨第四、五屆南書盃全國書法比賽精選作品輯. 柒臺南市書法學會翁資雄暨臺南市書法學會全體會員著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260 版印之間: 版畫創作與應用 許惠蜜著 平裝 1

9789865897277 許惠蜜作品集 許惠蜜作 平裝 1

9789865897284 關於印象 許惠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821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Care (2017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429 基礎句型(教用版)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436 基礎句型(學用版). 1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443 基礎句型(學用版). 2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嘉信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輔英科大護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90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綠林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408 高棟梁老師退休紀念論文集 田峻吉等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527 全國常見藥品. 6, 消化系統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8534 常見癌症的治療與預防. 2, 國人常見9大癌症 安猷之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8541 全國常見藥品. 7, 荷爾蒙.血液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8558 全國常見藥品. 8, 抗感染.抗寄生蟲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8565 黃帝內經1000問 葉學益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8572 本草綱目1000問 閃中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15 絆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106級鄭景騰總編輯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615222 絆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專刊. 106級鄭景騰總編輯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615239 絆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畢業生特優選輯. 106級鄭景騰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192 反骨: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畢業展作品年鑑.106級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880 清晨嗎哪90天. 8, <><><> 萬小運,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41 那些年投信基金的崛起: 用股市循環週期大數據選股杜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303 逆風翱翔 王復蘇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3310 自律神經失調 王復蘇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3327 心血管預防保健 王復蘇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058 超越.尖峯: 29歲年薪千萬的關鍵心法 何逸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065 牙科4.0: 數位魔法新紀元 簡士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0072 Facial masks: beauty made simple He, Kuo-Hu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30492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1冊 2

9789864330508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30522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1冊 2

9789864330539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春天, 洪彥頡編著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旗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漢華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領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南應用科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9789868903463 劍與蓮花 奧修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175 回到八0年代: 八0年代的流金歲月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82 亮軒書場 亮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199 我給記憶命名 席慕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205 一生中的一天: 散文.日記合輯 齊邦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09811 自由句. 2: 句人II作句 許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35 火殤.遺神.鸞生: 二O一六年吳鈞堯金門書寫套書吳鈞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3909842 簡易貼紮療傷痛 高國峰, 林仲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73 微言 方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897 新世界史. 第一卷 孫隆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03 書緣瑣記 吳興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27 契機.臺灣 王能祥, 張文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34 回眸見青春: 我那跳出框框的燦爛時光 邱秀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41 跟著愚者看世界 郭怡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58 避之大吉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65 不稱聖誕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72 樣樣走樣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89 經濟計算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09996 看見美人魚 李昱宏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022 四季之歌: 關於季節與日常美好 盧秋瑩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21 花的目屎 康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69 追光勇士 嚴榮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76 來生石 張家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83 小雅: 從爛縵胡同走出來的<>詩刊及詩人 吳心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190 望鄉三千里: 台灣少年工奮鬥史 林景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06 東京.夜色.情話 李大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910206 東京.夜色.情話 李大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910237 漫說風雲成語 王重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37 漫說風雲成語 王重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13 時光那端遇見你 黃春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13 時光那端遇見你 黃春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75 唐棉 廖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75 唐棉 廖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12 多情應笑我 洪玉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29 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 蔣闊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36 兔子的薯泥砸猴子 猴子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36 兔子的薯泥砸猴子 猴子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43 動物甜心 六月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86 華語文教學暨創系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江惜美主編 平裝 2

9789869459723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7丁翠苓主編 平裝 2

9789869459747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7 OSET2017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754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林依仁等作; 汪渡村主編 平裝 2

9789869459785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王惠娟等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3

銘傳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778 回到教育的初衷: 銘傳大學的通識教育 劉久清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805 谷中百合: 董蘭芝聖畫像作品集 董蘭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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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25881 舉起聖手祈禱 塞瑞爾.若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898 我為耶穌作證 唐迪福著; 宋稚青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6125904 大學講義、中庸講義 劉太萼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928 加里肋亞的瑪利亞. 第二部, 以色列的女子: 熙雍的女兒Bertrand Buby, SM著; 姜秋玲, 賴効忠譯 平裝 1

9789866125942 首星期六特敬聖母聖心: 念玫瑰經的特恩 World Apostolate of Fatima, USA/ The Blue Army, USA著; 左婉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2735 嘉義市書法學會作品集. 第十四屆 蔡淑霞專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335 邏輯謬誤鑑識班: 訓練偵錯神經的24堂邏輯課 冀劍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70912 誰在教育中國: 從「虎媽」、「狼爸」到「高考神校」,透視中國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吳樹,蔣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212 昨日世界: 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著; 史行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6243 遇見26個自己: 認識內在的26種人格,喜歡上不完美的自己席薇雅.恩格爾(Silvia Maria Engl)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250 拖延心理學: 為什麼我老是愛拖延?是與生俱來的壞習慣,還是身不由己?珍.博克(Jane B. Burka), 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著; 洪慧芳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436267 當幸福來請款 約拿斯.卡爾松(Jonas Karlsson)著; 謝孟蓉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6274 跑者時代: 馬拉松的魔咒,奔向2小時紀錄的歷史、科學和他們的故事艾德.席澤(Ed Caesar)著; 蔣宜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6281 你的房間就是你的心: 終極的空間整理術,啟動改變人生的日常奇蹟艾克索榮.貝比斯(Xorin Balbes)著; 楊語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6298 自己的房間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810 百貨店華爾滋 松尾裕美著; 白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019 外包災難: 透視大剝削時代所有商品與服務背後的真相,以及資本詭計的高CP值迷思艾列克.盧米斯(Eric Loomis)著; 陳義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392 服裝設計之路: 世界級金獎服裝設計如何深入人物靈魂,透過色彩、質地和服裝線條,打造動人的角色黛博拉.納都曼.蘭迪斯(Deborah Nadoolman Landis)著; 蔣宜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590 八卦醫學史. 第二輯, 疾病,改變了英雄的宿命也改寫了歷史的結局甯方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668 食療聖經: 用全食物蔬食逆轉15大致死疾病 麥克.葛雷格(Michael Greger), 金.史東(Gene Stone)著; 謝宜暉,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798 童話的魅力: 我們為什麼愛上童話?從<>到<>,第一本以精神分析探索童話的經典研究布魯諾.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著; 王翎譯 初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4890842 Via的動物祕密生活: 用一枝筆述說的動物話畫 從基本沾水筆技巧到打造歐系插畫風格Via F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859 攝影師的四大修練: 打破規則的觀察、想像、表現、視覺設計,拍出大師級的作品佛利曼.帕德遜(Freeman Patterson)著; 王比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0873 房市泡沫來了!我該逃命,還是逢低搶進? Dolin665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866 管理就像一齣戲 皮爾斯.易本生(Piers Ibbotson)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880 金融市場這樣比喻你就懂: 33個神比喻,讓你讀懂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與陷阱派帝.赫希(Paddy Hirsch)著; 吳書榆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897 救贖者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10 獵頭遊戲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陳榮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27 幽靈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03 關於人生的7項財務思考: 7堂一定要懂的理財投資x人生規劃必修課謝劍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47 蝙蝠 尤.奈斯博(Jo Nesbø)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61 青春無期徒刑 索妮雅.哈特奈(Sonya Hartnet)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54 都鐸幽靈 貝佛莉.史威林(Beverly Swerling)作;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78 警察 尤.奈斯博(Jo Nesbø)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23 複製邪惡 凱文.吉佛伊(Kevin Guilfoile)著; 羅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34 科學大歷史 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0941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墨丸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30 時間的女兒 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96 格林童話: 故事大師普曼獻給大人與孩子的53篇雋永童話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著; 柯惠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65 O孃 波琳.雷亞居(Pauline Reage)作; 邱瑞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85 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楊玉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72 德米安: 徬徨少年時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丁君君, 謝瑩瑩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嘉市書法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通識中心



9789864890989 森林王子: 毛哥力的叢林故事集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 鄭碧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09 希臘羅馬神話: 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伊迪斯.漢米爾頓(Edith Hamilton); 余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16 大亨小傳 史考特.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張思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958 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集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林侑青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092 蛻變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08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張思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15 給菲莉絲的情書: 卡夫卡的文學告白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耿一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38 這個字,原來有這樣的身世: 第二輯 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21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二輯: 重返語文的歷史現場,讓你的中文功力迅速破表!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45 慢療: 我在深池醫院與1686位病患的生命對話 維多莉亞.史薇特(Victoria Sweet)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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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8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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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891160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四輯 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53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三輯 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91 經典中國童話: 從文學經典中採集童話,從閱讀童話中親近文學漫遊者編輯室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07 星際效應: 電影幕後的科學事實、推測與想像 基普.索恩(Kip Thorne)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46 警賊: 光與闇. 1 阮光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90 邊做夢邊冒險: 睡眠的科學真相 大衛.蘭德爾(David K. Randall)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22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頂尖物理學家眼中的能源真相理查.繆勒(Richard A. Muller)著; 顏誠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77 悲傷是這樣誕生的 約翰.休斯(John Hughes)著; 李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52 警賊: 光與闇. 2 阮光民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184 我即我腦: 從子宮孕育到阿茲海默症,大腦決定你是誰迪克.斯瓦伯(Dick Swaab)著; 王奕瑤, 陳琰璟, 包愛民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83 拖延心理學: 為什麼我老是愛拖延?是與生俱來的壞習慣,還是身不由己?珍.博克(Jane B. Burka), 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著; 洪慧芳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269 翹班小旅行: 臺北邊走邊畫、說走就走,找回一個人旅行的愉悅時光郭正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06 自殺互助會 費德利可.阿薩特(Federico Axat)作; 馮丞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1344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布魯斯.韋恩斯坦(Bruce Weinstein)著; 哈瑞特.羅素(Harriet Russell)插畫; 趙慧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11 英式下午茶的慢時光: 維多利亞式的紅茶美學x沖泡美味紅茶的黃金法則楊玉琴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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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891382 貝塞尼家的姊妹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481 瘦腹力: 完美打造「瘦體骨架」,6週持續燃脂提高代謝,強化肌力遠離痠痛!甘思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51 無期徒刑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13 死黨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75 用鋼筆戰鬥的<>: 楚浮、高達、侯麥等電影大師的搖籃,探索現代電影藝術的六十年旅程愛蜜莉.畢克頓(Emilie Bickerton)著; 黃政淵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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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891320 神祕打字員 蘇珊.林道爾(Suzanne Rindell)作; 吳碩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99 非普通讀者 亞倫.班奈(Alan Bennett)著; 陳建銘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37 知更鳥的賭: 注奈斯博作品集. 1 尤.奈斯博(Jo Nesbø)著;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368 愛麗絲與蘿妮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04 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 費南多.薩巴特(Fernando Savater)著; 魏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66 當信任崩壞: 密碼學專家告訴你,如何面對社會中的貪婪與背叛,防範信任機制的全球大失靈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35 三秒風暴 陸斯隆(Roslund), 赫史東(Hellstrom)作; 林立仁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73 犯規心理學: 一個德國社會觀察家的違規探索筆記安雅.普菲察(Anja Pfältzer)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28 魔鬼的法則: 奈斯博作品集. 3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42 致命伊波拉 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80 遇見26個自己: 認識內在的26種人格,喜歡上不完美的自己席薇雅.恩格爾(Silvia Maria Engl)著; 賴雅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03 當幸福來請款 約拿斯.卡爾松(Jonas Karlsson)著; 謝孟蓉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10 昨日世界: 一個歐洲人的回憶【75週年典藏.導讀修訂版】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著; 史行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597 自己的房間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27 復仇女神的懲罰 尤.奈斯博(Jo Nesbo)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41 哲學的40堂公開課: 從「提問的人」蘇格拉底到電腦之父圖靈,與大師一起漫步的哲學小旅程奈吉爾.瓦伯頓(Nigel Warburto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58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 跨物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接觸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26 獵豹 尤.奈斯博(Jo Nesbø)著;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33 對決 大衛.巴達西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19 老派探戈 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作; 葉淑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02 聖經的故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鄧嘉宛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40 拖延心理學【暢銷35週年增修新版】 珍.博克(Jane B. Burka),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著; 洪慧芳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4891696 雪人: 奈斯博作品集. 4 尤.奈斯博(Jo Nesbø)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89 建築是什麼?: 關於建築本質的快思慢想 瑞斯慕斯.沃恩(Rasmus Wærn), 傑特.敏果德(Gert Wingårdh)著; 張裕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1764 雕刻時光: 時間.記憶.夢境: 塔可夫斯基談創作美學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著; 鄢定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1757 神的經濟學: 信仰-經濟發展背後看不見的手 宇山卓榮著; 周芷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1771 一口哲學: 27場當代哲學家獻給愛智饕客的絕妙TALK,限時15分鐘暢談哲學大師的心靈之旅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 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1832 大媒體的金權遊戲: 為什麼有權力的人都想要搞媒體?朗諾.貝提格(Ronald V. Bettig), 琴.琳.霍爾(Jeanne Lynn Hall)著; 鄭百雅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006 一口哲學: 27場當代哲學家獻給愛智饕客的絕妙TALK,限時15分鐘暢談哲學大師的心靈之旅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 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著; 吳妍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020 內向心理學: 享受一個人的空間,安靜地發揮影響力,內向者也能在外向的世界嶄露鋒芒!瑪蒂.蘭妮(Marti Olsen Laney)著; 楊秀君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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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892068 攝影師的四大修練: 打破規則的觀察,想像,表現,視覺設計,拍出大師級的作品佛利曼.帕德遜(Freeman Patterson)著; 王比利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2082 野獸紳士: 讓你喜歡的女孩喜歡上你 巫家民(Tang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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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892143 神的經濟學: 信仰-經濟發展背後看不見的手 宇山卓榮著; 周芷羽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040 工業配電. 設計篇 簡詔群, 簡子傑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301 舞動的身體 娜娃妮塔(Navanit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6590 冰箱常備菜: 週末只花2.5小時,搞定一週三餐、便當、點心nozomi作; 陳冠貴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8788 開始,期待好日子 阿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77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 親緣,以愛為名的試煉 楊晴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91 靜爭力: 唯有心細如髮,才能打造最強團隊! 藤沢久美著; 李其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01 黑暗中芬芳的謊言 下村敦史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18 在咖啡冷掉之前 川口俊和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25 玩出絕妙好設計: 文字的準則. 2 伊達千代, 內藤タカヒ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2532 玩出絕妙好設計: 版面的準則. 3 內村光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2549 玩出絕妙好設計: 色彩的準則. 1 伊達千代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2556 撕幾頁青春,愛上一個靈魂 P'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70 只要群星依然閃耀 克莉絲汀.哈梅爾(Kristin Harmel)著; 康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87 平底鍋料理100: 與你共享的日常況味 鄭凱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594 命中注定遇見你 克莉絲汀.哈梅爾(Kristin Harmel)著; 殷麗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0506 金色幸運符 菲卓.派崔克(Phaedra Patrick)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13 MIA'S BREAD的美味方程式: 使用兩種基本麵糰,就能做出小圓麵包、吐司、開放式三明治、漢堡,還有鐵鍋餡料麵包森田三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20 享受吧,倫敦小旅行: 10種散步路線,200個最in景點Sandra, WT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37 The COOKIES: 名店手工餅乾99款 林愛娟著; 張鑫莉譯 平裝 1

9789869470551 冰箱常備免揉麵包: 週末揉好麵糰,每天早上,只要放進烤箱就可以吃了!吉永麻衣子作 平裝 1

9789869470568 看穿商業價值的金融理論: 選這個,還是那個? 野口真人著; 李其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75 法式鹹派早午餐提案 嶋崎聖子, 嶋崎裕巳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82 三明治與湯的小日子: 64種三明治X32道湯,8週輕食提案文仁暎著; 林芊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82 三明治與湯的小日子: 64種三明治X32道湯,8週輕食提案文仁暎著; 林芊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99 減醣豆腐料理122: 低卡、低醣、高蛋白飲食提案,培養健康抗老體質!藤井惠作;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04 呂昇達餡料點心黃金比例101 呂昇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28 餐桌上的超級食物: 74道美味真食的家庭料理 蘿瑞娜.梅子作 平裝 1

9789869509435 料理實驗室: 每一道美味,都是有趣的科學遊戲 傑.健治.羅培茲-奧特(J. Kenji Lopez-Alt)著; 龔嘉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9442 謝謝你走進我的景深 蔡傑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59 便利店人間 村田沙耶香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59 便利店人間 村田沙耶香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73 Microsoft SQL Server SSIS整合服務 胡百敬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4822 嘉義縣創意畫會會員展作品. 2017第三屆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0

嘉縣創意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聚落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05

送存冊數共計：105

福祿旺科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209 慧光集. 71, 君規教言論釋 全知米滂仁波切造頌;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釋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24216 慧光集. 28, 開顯<> 多珠千吉美誠利喔瑟造儀軌; 圖登諾布仁波切講譯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380 聖法訣云: 玄宗仙佛劍法訣道: 玄宗鑒法劍門 鞏志昇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21 奧匈帝國風華 謝孟雄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17 2017 Workshop: design for the silver's happiness 盧禎慧, 毛慧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90 人與人連接工作坊. 2016: 城市與醫療的未來關係想像: 預防醫學,量測: 身體、環境食物植物聲音蕭有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3927 Windows 10哪裡有問題 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4108 瑞薩RX231微處理器原理與應用 洪崇文等作 平裝 1

9789863124153 瑜伽解剖精解: 從肌肉運作原理解析瑜伽體位 Jo Ann Staugaard-Jones作; 謝靜玫譯 平裝 1

9789863124160 專家證言! Canon EOS 5D Mark IV活用技巧 前川貴行等作; 林克鴻譯 平裝 1

9789863124177 即學即用!超簡單的Excel巨集&VBA: 別再做苦工！讓重複性高的工作自動化處理門脇香奈子著; 許郁文譯 其他 1

9789863124221 威力導演15影片剪輯徹底解析: 剪接‧字幕‧特效‧配樂‧分享陳芸麗作 其他 1

9789863124238 CCNA Routing and Switching認證教戰手冊 洪崇文等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4245 學會Python語言從不懂到玩上手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4252 網頁設計職人必修 網頁設計鐵則&問題對策84北村崇, 浅野桜著;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4269 LOGO設計現場直播中! 佐藤浩二, 田中雄一郎, 小野圭介著; 吳嘉芳譯 平裝 1

9789863124276 跟3ds max說掰掰!SketchUp高手精技 陳坤松作 平裝 1

9789863124283 銀座．伊東屋: 文具BETTER LIFE 銀座.伊東屋作; 陳令嫻譯 平裝 1

9789863124306 好簡單!馬芬烤盤der70道燒菓子: 小巧型的乳酪蛋糕、戚風蛋糕、濕潤馬芬、蓬鬆馬芬、費南雪、巴斯克、司康、鹹派、厚燒餅乾、巧克力蛋糕、麵包卷、塔、派、小披薩稻田佳多子作; 蘇暐婷譯 平裝 1

9789863124344 Arduino連上網好好玩!手機遠端遙控‧即時監測‧雲端智慧通知蔵下まさゆき著; 吳炘廷譯 其他 1

9789863124375 第一次學Python就上手 陳惠貞作 平裝 1

9789863124382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18 施威銘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3124399 雙人健身圖解聖經: 循環訓練計畫‧整體肌力提升‧建立信任默契‧增進運動樂趣Laura Williams著; 韓立祥譯 精裝 1

9789863124405 CentOS7系統管理與架站實務 酆士昌作 其他 1

9789863124412 AutoCAD 2018電腦繪圖基礎與應用 陳坤松作 其他 1

9789863124450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 2017: 150位當代最強畫師豪華作品集SE編輯部編 平裝 1

9789863124504 Raspberry Pi樹莓派從不懂到玩上手 陳會安作 平裝 1

9789863124528 鑄鐵鍋絕品美味料理!使用LODGE平底鍋、湯鍋、煎鍋、焗烤盤岸田夕子著; 謝靜玫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92132 浩然天尊 唐番天辰血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696802 西遊神醫 霸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96819 全能神醫 柒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9706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7076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7083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說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滿福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9789864697090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7632 天域王座 宛若新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698592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98608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98615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98622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99605 仙城紀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9693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1207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1214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91221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93751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393775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9414470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1168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9414487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14494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9411646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941650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42161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416511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1652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2201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416535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41162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421676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1064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168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10663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9416542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1166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9421669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16559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03696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5216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11608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25223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16566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1607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09025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9032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9049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0905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657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9422000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421690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25230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1062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162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940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10632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5247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13015 吾家金貴婿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3022 吾家金貴婿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3039 吾家金貴婿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13046 吾家金貴婿 一枚銅錢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13053 錦繡奇緣 李息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3060 錦繡奇緣 李息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3077 錦繡奇緣 李息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3084 錦繡奇緣 李息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3091 錦繡奇緣 李息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14401 錦繡奇緣 李息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1443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4449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4456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25254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29412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1446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25261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42942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42943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1658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941659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943243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943244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943611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9421638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29443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32450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21645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5278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29450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21652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942528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943246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943594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9422024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2031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2048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2055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2062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2079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22086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22093 皇上別翻臉 花日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2520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942946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942947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942948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943599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40182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40199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9425292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32405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35987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2530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2949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3241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3590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020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25315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9603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30357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32696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0212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25322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2961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9432429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943612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0335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0342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425339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9429627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2963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436137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43614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25346 隔壁獵戶有點壞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5353 隔壁獵戶有點壞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5360 隔壁獵戶有點壞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5377 隔壁獵戶有點壞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5384 隔壁獵戶有點壞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539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432474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3593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022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0236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29641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024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2965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942966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943643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943644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40250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942967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43248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3595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0403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942968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3039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43615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0267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29696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32498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35970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0410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3000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43001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43591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43592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027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430029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9430036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943260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9436168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43617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43004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3596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042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30050 盛寵無雙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0067 盛寵無雙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0074 盛寵無雙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0081 盛寵無雙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0098 盛寵無雙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0302 九爺坑妻日常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0319 九爺坑妻日常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0326 九爺坑妻日常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0333 九爺坑妻日常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0340 九爺坑妻日常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0364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0281 元陽帝尊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30388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6410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043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32610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840441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9432627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3263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029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030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32641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3619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32658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6182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0311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32665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9432672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43268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070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070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071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072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436106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36403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0328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0458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0465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36427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0731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36458 寵妻為后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6465 寵妻為后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6472 寵妻為后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6489 寵妻為后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6496 寵妻為后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0007 寵妻為后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0014 千金醫家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0021 千金醫家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0038 千金醫家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0045 千金醫家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0052 千金醫家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0069 千金醫家 蘇小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0076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0083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0090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0106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0113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0120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0137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0144 錦此一生 孟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0151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0762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016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0823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0175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0663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0359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0366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0915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0922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037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069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0939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0946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038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840953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84096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84039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4067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4068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40472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0489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132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049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102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1035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050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051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133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052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053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134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054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055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056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0571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058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1042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105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1363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0595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0830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0601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1066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107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0618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108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109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0625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0632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1103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064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0656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1356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074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84097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84098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84158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84159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841370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151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164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1653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0755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099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0779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1387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1622 神級幸運星 辰機唐紅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0786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41004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41011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4154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4079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080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081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0847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1394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1639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0854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1400 醫武至尊 阿爾薩斯之淚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086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141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166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167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1684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087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1431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088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142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1608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161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0892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0908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1110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1127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1134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1141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1158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1165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1172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1189 國色天嬌 董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1196 侯爺別著急 深藍不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1202 侯爺別著急 深藍不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1219 侯爺別著急 深藍不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1226 侯爺別著急 深藍不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1233 美人猶記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1240 美人猶記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1257 美人猶記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1264 美人猶記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1271 美人猶記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1295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4152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4153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842049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84205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84130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1554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1318 絕世聖主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144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198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207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232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145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196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2124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2308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146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197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214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216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147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157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213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231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1875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1486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1493 造化神王 帝寶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150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208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229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1561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203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2339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252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173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842094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842377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84256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841714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1998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2100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2346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1691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1707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206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236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1745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2353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1752 懷玉美人 天神遺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1769 懷玉美人 天神遺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1776 懷玉美人 天神遺孤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1783 懷玉美人 天神遺孤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1790 懷玉美人 天神遺孤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1806 懷玉美人 天神遺孤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1813 表哥威武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1820 表哥威武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1837 表哥威武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1844 表哥威武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1851 表哥威武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1868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2261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278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1882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41899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2216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190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84222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84254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84261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841912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2254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192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228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2582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1936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2278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2797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1943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2230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2803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1950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2117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2209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2537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2001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275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2766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2018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255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304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3053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2384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2674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282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202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2155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281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306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218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84283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84307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84308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842391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2407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2414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2421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2438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2445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2452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2469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2476 寵妻就是狂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2483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2490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2506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2513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3411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259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260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314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348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2629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3091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2636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2742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3107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3466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3473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264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2841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316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342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265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317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343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266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311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315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4345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2681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3121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344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4364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4365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4366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42698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2704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2711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2728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2735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3138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3497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3503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2858 綁嫁有情郎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2865 綁嫁有情郎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2872 綁嫁有情郎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2889 綁嫁有情郎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2896 綁嫁有情郎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2902 綁嫁有情郎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2919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3510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3633 仙御星河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293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294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2957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296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2971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2988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3183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3879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299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319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371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372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4098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3008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3015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3022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303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320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84367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4321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3695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4104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3220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368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3237 九天雷帝 涅槃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324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3893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3909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325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352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3916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412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326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43534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4354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843275 山裡有個嬌皇后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3282 山裡有個嬌皇后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3299 山裡有個嬌皇后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3305 山裡有個嬌皇后 花裡尋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3350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3954 御神牌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336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392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337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84338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84399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843398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370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393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4395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340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394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3985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3558 農家甜蜜蜜 兮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3565 農家甜蜜蜜 兮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3572 農家甜蜜蜜 兮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3589 農家甜蜜蜜 兮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3596 農家甜蜜蜜 兮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3602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3619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4043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362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396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373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4401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374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3756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376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4050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3770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3787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3794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3800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3848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4081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4142 相公太腹黑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4159 相公太腹黑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4203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685 1949大叛艦 姚開陽作.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692 ZERO太平洋戰記. 中途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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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807224 女性主義再出發: 國際女性藝術家 高雄.巴黎.臺東巡迴展專輯吳瓊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807224 女性主義再出發: 國際女性藝術家 高雄.巴黎.臺東巡迴展專輯吳瓊華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6359 遺產及贈與稅法&申報實務 張奇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0642 今日風華 今日畫展. 2017 劉仁裕策劃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工商稅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今日畫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82

送存冊數共計：582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女性現代藝術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604 臺灣中部美術展. 第64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469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7年 鄒國益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0832 英語語言管理操作手冊. 企業篇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語言管理工作小組編著; 陳超明主編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58339 硯城誌. 卷三, 龍神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5983 愛的小屋三人行 みなみ遙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454 閃光交叉口 加藤成亮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546 苦甜危機!巧克力大騷動 星奏なつめ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6683 大白熊熱戀中 ころも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6706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6805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6843 Sdorica　Before Sunset: 萬象物語. 西奧多篇 Rayark Inc.原作; 月亮熊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36928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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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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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7055 於記憶之濱 白石一文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079 校對女王. 3, Tornado 宮木あや子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086 迷途人生的尋味之旅 マサト真希作; 曾哆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093 然後,沒有你的九月來臨了 天澤夏月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109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7116 古書堂事件手帖. 7, 栞子與無止盡的舞台 三上延作;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123 我是忍者,也是OL 橘もも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130 什麼?有機娘!? 安存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604 什麼?有機娘!? 安存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7147 六界妖后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7161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185 夢王國與沉睡中的100位王子殿下 狐塚冬里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192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2, 魔眼之王與三神同盟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222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7239 打工吧!魔王大人. 0-2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246 6天6人6把槍: 結 入間人間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253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260 BACCANO!大騷動!. 19, 1935-B Dr. Feelgreed 成田良悟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277 情色漫畫老師. 8, 和泉征宗的休假日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314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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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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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7345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352 Love stage!! 影木榮貴原作; 藏王大志漫畫;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7413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7437 Elysion雙樂園的迴旋曲 Sound Horizon原作; 木下さくら漫畫; JUSTICE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137 從早到晚與從今以後 波真田かも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7475 燃燒系美壓按摩: 沒有按摩後還瘦不下來的身材!每天都要跟自己說,我要變得比昨天更美麗!本島彩帆里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499 隨性所欲的世界 幾夜大黑堂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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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512 摳摳子的綜合口味 綜合口味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529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原作; 梅宮スキ漫畫; 冰心譯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角川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9789864737536 戀上妖狐大嫂 高田桂作; Sharpice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543 刀劍神域. 聖劍 川原礫原作; 木谷椎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574 腐女醫的醫者道! さーたり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598 秉燭夜話. 5, 秉燭之章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611 LamiGirls Dream Live閃亮亮的啦啦隊夢想物語 值言小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628 三嶋くろね畫集cheers!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三嶋くろね作; 暁なつめ原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635 不法辯護人. 2, 正義的警方與最無恥的戰術 師走トオル作; 劉蕙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642 記憶使者 織守きょうや作; 洪于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659 致十年後的你 天澤夏月作; 邱依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666 午睡公主: 不為人知的故事 神山健治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673 從生命的車窗眺望 星野源作; 邱香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7680 與你攜手同行: 暖心四季篇章. 2 藤谷燈子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697 鎌倉點心舖的死神 谷崎泉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7703 魔女青春推理事件簿 相澤沙呼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710 少女妄想中 入間人間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727 死相學偵探. 5, 十二之贄 三津田信三作; 莫秦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7734 雙喵園長: 德川東動物園日記 貓蒔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734 雙喵園長: 德川東動物園日記 貓蒔作;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741 新加坡宅女漫畫家的日本生活奮鬥記 符瑞君作; 陳正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765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3 歐莎.葉克斯托姆(Asa Ekstrom)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772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3, 失控!精靈列車!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789 狼與辛香料. 18, Spring Log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796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外傳. 續,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吾等乃惠惠盜賊團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802 異界轉生強奪戰 mino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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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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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864737833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20, 南海騷擾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840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15, 家人六喰 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857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8, 禁書館的司書 虎走かける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864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 枯野瑛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871 魔王女孩與村民A. 11, 魔王大人與我們的畢業式ゆうきりん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888 GAMERS電玩咖!. 4, 亞玖璃與無自覺CRITICAL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895 告白預演系列. 6, 星期五的早安 HoneyWorks原案; 藤谷燈子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901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4.5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918 幼女戰記. 6, Nil admirari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925 加速世界. 21, 冰雪妖精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932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招二原案.監修;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7949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7963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7956 絕對雙刃. 11, Jeg kan lide dig, 柊★たくみ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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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4737987 絆 CHIYA ART WORKS Chiy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994 神技作畫: 從零開始學習專家畫技 toshi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007 我的愛情不平凡原創小說 林麗珊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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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冊 1

978986473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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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8038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8045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8052 花東走走: 漫時光私旅行 臺灣角川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069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8076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8083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Comp Ace編輯部編著;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113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Comp Ace編輯部編著;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304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Comp Ace編輯部編著;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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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8120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8144 午睡公主: 不為人知的故事 神山健治原作; 一花ハナ漫畫;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151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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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8175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182 深灰澀樂章 所ケメコ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199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2

9789864738199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4

9789864738199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7

9789864738205 惡魔謎題 高河ゆん原作; 南方純漫畫;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821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 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229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TYPE-MOON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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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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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864738250 從零開始的小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原作; 安岳漫畫;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267 Fate/Apocrypha 東出祐一郎, TYPE-MOON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274 Fate/Apocrypha 東出祐一郎, TYPE-MOON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281 幼女戰記 力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298 幼女戰記 力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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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8328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CHuN插畫;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8335 噬血狂襲. 15, 真祖大戰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342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 暁雪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359 錢進戰國雄霸天下 Y.A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366 未踏召喚://鮮血印記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373 英雄都市的笨蛋們. 3, 酒槽區三號街的萬事屋 アサウラ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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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4738403 魅惑心機甜蜜陷阱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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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8427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434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441 LoveLive! 公野櫻子原作; 鴇田アルミ漫畫; 末央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8458 三顆星彩色冒險 力シヲ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465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8472 八男?別鬧了! Y.A原作; 楠本弘樹漫畫;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489 魔法科高中的優等生 佐島勤原作; 森夕漫畫; JUSTIC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8502 ZONE-00零之地帶 九条キヨ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8519 我把姊姊的肚子養大了 坂井音太原作; 恩田千路漫畫;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526 殺戮遊行SMOKIN' PARADE 片岡人生, 近藤一馬作; 杓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557 夜葬 最東對地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649 黑暗騎士不可脫. 3, #田中Noie#試試看Goddamn#前世是小龍蝦木村心一作; 竹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663 黑鷺屍體宅配便 大塚英志原作; 山崎峰水漫畫; 林星宇, JUSTICE譯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38670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738694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8700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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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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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4738748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755 隨性所欲的世界 幾夜大黑堂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779 殺戮的天使. 1, UNTIL DEATH DO THEM PART真田まこと原作; 木爾チレン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793 OBSTACLE Series激戰的魔女之夜 川上稔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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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冊 1

9789864738830 鋼彈創鬥者A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今ノ夜きよし漫畫; umon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8847 小刀劍神域 川原礫作; 南十字星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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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38878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8885 結婚後的戀愛進行式 shin5原作; sirocco漫畫;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892 小百合的妹妹是天使 伊藤ハチ作; Y.S.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908 小百合的妹妹是天使 伊藤ハチ作; Y.S.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8960 姊嫁物語 森薰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9004 博兒的東瀛紀行 佐々大河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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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6

送存冊數共計：158

臺灣東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3741 褲妹我愛妳 中田ゆみ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53543 選物.京都伴手禮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65 純情極道情人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72 從不克制的篠原君 木村あや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89 首爾超導覽. 2017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796 咖啡關西: 走訪京阪神特色咖啡館 Chez Ku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02 良辰吉日 福嶋ユツカ作; 劉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19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5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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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53833 RESET-守護靈戀人- 葉芝真己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40 召喚卡片少女脫衣大戰 十神真作; 涂博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3857 說要結婚是真的嗎? 角田緑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64 我的鄰居是個gay 鳩屋タマ作; 耐勒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71 設計。咖啡館: 從外觀、吧檯、座位區、家具挑選到風格營造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88 管好你的記帳本: 薪貧族無痛儲蓄法 横山光昭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895 陸龜超圖鑑: 物種解說、分類飼育方法完全收錄海老沼剛作;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01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753918 TOYOTA的PDCA+F: 豐田模式獨步全球的致勝法則桑原晃彌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25 超分解每天都用得到的西語會話 德永志織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53932 令人怦然心動的繽紛點心盒53款: 用甜點傳達心意吧!出井幸子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49 拜訪5次,100%成交!IBM頂尖業務的必勝戰略思考: 業績獲利和升遷加薪,就藏在42個銷售細節裡高野孝之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56 喝水治病,還是致病?石原結實の排水養命法 石原結實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63 鉛筆素描基礎全書: 一本學會透視×構圖×光影 安原成美監修;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70 數學科學百科: 趣味數學小故事365 日本數學教育學會研究部著; 黃筱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3987 免模具、零失敗的超省時百變甜鹹塔: 不使用奶油、健康又美味!星野奈奈子著;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3994 日本名店「雨落塞納河」的甜點基礎教科書: 0失敗教學×11種麵糊×30款美味甜點椎名真知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07 新手也能穩定獲利的外匯交易入門: 低風險、低本金、高獲利!田向宏行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14 Alice mare愛麗絲夢魘 △○□x(miwashiba)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21 超好懂商業入門情緒管理 戶田久實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38 褲妹我愛妳 中田ゆみ作; 王明聖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54045 召喚卡片少女脫衣大戰 十神真作; Hikari TO Kage, 溫士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4052 沒生氣的話就轉過頭來看我 かさいちあき漫畫;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69 兩個五十嵐老師 こうじ奈月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137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754144 對你心生邪念 じやのめ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151 你有這麼喜歡我嗎? 鷹秋志成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168 日日是好日 松本花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175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4182 明治骨董奇譚夢老爹 やまあき道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243 超分解每天都用得到的法語會話 中田俊介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250 一人交換日記 永田カビ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267 狂父 せん原作; 叢原あきふみ著;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274 成功率90％!上班族微型創業聖經: 早晚30分鐘,穩穩賺進人生幾桶金新井一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298 職人魂 米其林主廚的頂級法式料理 飯塚隆太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04 日本酒全圖鑑. 東日本篇 友田晶子, 日本酒服務研究會, 酒匠研究會聯合會監修; 童小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11 那些年他們眼中的BL: 5位代表性作家、編輯的真情告白かつくら編集部編;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28 萌辣誘人: 童貞必殺服裝繪畫技法 一迅社編; ゆらん等繪;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35 擺脫無效溝通的插圖傳達法: Google、Amazon等全球企業都在用!松田純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42 想要賺進千萬,就得學會自抬身價!: 沒賺錢是因為你不懂賺錢島田弘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59 共感行銷: 掌握8元素,讓你的產品不打廣告也能賣翻天!上岡正明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66 時尚裸蛋糕: 稍做裝飾、保留內層樣貌的海綿蛋糕26款小菅陽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73 超漫遊大阪 TAC出版編集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80 超好懂商業入門: 傾聽與溝通 古宮昇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397 告別隱性失眠的超熟睡祕訣 鍛治恵監修; カミムラ晋作繪;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8639 Cashless city Chia Sheng Chen[作]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臺灣東華



9789574838646 Back-to-Work with a cup of latte Chia Sheng Che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4838684 New Approaches to English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Wen Chuan Lin, Michael Byram[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574838752 English business emails: write well for business successJennifer Shiue, Vivien Trividic[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4838806 科技與工程倫理 葉文冠, 陳德興, 黃鼎元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13 金門學概論 陳奇中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37 服務職場英語有聲手冊 國立屏東大學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82 中級會計學 張仲岳, 蔡彥卿, 劉啟群著 3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838899 PBL之導入與實例 Jessle Ee, Oon Seng Tan原著; 張碧珠, 蔡宛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905 微積分 莊紹容, 楊精松編著 13版 平裝 1

9789574838929 An analysis of core lexical semantic relations in VOA business news articles王毓芝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943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Linda Null, Julia Lobur著; 鍾崇斌編譯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950 Effective presentation skills Massoud Moslehpour 3rd ed. 其他 1

9789574838974 A genre-based approach to academic writing Diane Johnson, Winifred Crombie著 3版 其他 1

9789574838998 會計學 杜榮瑞等著 7版 平裝 1

9789574839001 審計學 李建然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018 國際財務管理與金融 劉亞秋, 薛立言著 4版 平裝 1

9789574839032 英語發音訓練手冊 黃千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9049 近代史釋論: 多元思考與探索 李達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9056 中級會計學 張仲岳等著 3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9063 經濟學 陳正亮, 謝振環著 5版 平裝 1

9789574839070 高等會計學 鄧淑珠著 5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9087 科技英文這麼學 蔡雅芝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094 Off to College: Money Lesson for life Stefan Kostarelis[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042 澳門一二.三事件: 細說六0年代的反殖鬥爭 李孝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535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全集. 2017年第十一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733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7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296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二十九屆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執行團隊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411 TJDMA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成果展. 2016第一屆[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715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聯展. 2015: 臺灣之美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20722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展. 2017年度, 悠遊藝境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會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522 只要摺5次就能玩的摺紙遊戲 築地製作所編著;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現代藝術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首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810 K-POP音樂產業大解密! 柳東佶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827 忽必烈傳 李治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0865 怦然心動的101款香水圖鑑 Nicolas de Barry著; 嚴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872 周易今註今譯 南懷瑾, 徐芹庭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0889 尋找消失的女孩 麗莎.嘉德納(Lisa Gardner)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896 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王雲五主編; 陳鼓應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0902 巴勒斯坦之聲: 被綁架的家園 凱特.麥拉克(Cate Malek), 馬特歐.霍克(Mateo Hoke)編著; 蔡欣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926 老子探義 王淮注釋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0933 消費者保護法入門 黃明陽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0940 原子城女孩: 曼哈頓計劃,終結二次大戰的關鍵女性戴妮絲.奇藍(Denise Kiernan)著;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957 與貓同居的143個提案: 反應.行動.好惡.健康,第一本從貓咪角度解析喵喵身心的完全手冊喵星人普斯金(Kitty Pusskin)著; 馬克.李(Mark Leigh)代筆; 陳家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964 小方框裡的大台南: 從郵票述說台南府城的故事蕭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971 與狗同居的110個生活提案: 不用翻譯米糕也能秒懂「汪~」的100種意思汪星人麥斯威爾(Maxwell Woofington)著; 馬克.李(Mark Leigh)代筆; 陳家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988 疾馳的草原征服者: 遼、西夏、金、元 杉山正明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714 和平鐘聲: 主恩豐盛 代代相傳 沈月蓮執行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515 和睦關係 李子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102 動力型教會: 樹林教會宣教動力研究 黃清立著 平裝 1

9789869492102 動力型教會: 樹林教會宣教動力研究 黃清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718 使人和好的保羅: 哥林多後書的當代研究 伊麗莎白.韓森哈蒂(Elizabeth Hinson-Hasty), 朴胤廷(Irene Pak)作; 林秀娟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424 中國之後何處去?: 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和國際傳教運動之全球地域化袁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635 各國獨立運動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344 2017年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辛培舜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89344 2017年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辛培舜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200 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 中華民國一0五年度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期貨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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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樹林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灣基督長老和平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三民教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903 美哉華歌爾: 臺灣華歌爾創立四十週年紀念史集吳燕玲等主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146 三十而立: 臺大骨科成立30週年紀念 臺大骨科,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703 臨床護理技術 Anne Griffin Perry, Patricia A. Potter原著; 田昕旻等譯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9266789 胸部影像學 李仁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6796 液體、電解質與酸鹼生理學: 以問題為導向之方法Mitchell L. Halperin, Kamel S. Kamel, Marc B. Goldstein原著; 蔡任弼等編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304108 獸醫麻醉學手冊 William W. Muir, III等原著; 王咸琪等編譯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9304115 獸醫放射診斷學 Donald E. Thrall原著; 王炳寧等翻譯 第六版 其他 1

9789869304122 臨床能力評量指引 史青平等原著 ; [李石增主編]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304139 犬貓腎臟及泌尿學 Dennis J. Chew, Stephen P. Dibartola, Patricia A. Schenck原著; 賴昱璋, 陳珊蒂編譯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9359382 新手媽媽哺乳親餵的24堂課 Jack Newman, Teresa Pitman作; 葉織茵、劉宜佳、鄭勝得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808 牙周病與植牙: 臨床問題的解決方案 Francis J. Hughes 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853 驗光人員國考試題解析: 眼鏡光學與視覺光學 路建華、丁挺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877 Wheater's功能性組織學全彩圖譜 Barara Young, Geraldine, O' Dowd, Phillip Woodford第六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7134 體育南向新思惟與策略: 2017當代運動教育暨臺灣東協南亞全球巧固球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潘義祥, 劉雅文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110 Persil一起寫生趣作品集. 2016 臺灣漢高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8153 噶倫堡的製麵師 達賴喇嘛二哥回憶錄: 不為人知的圖博奮鬥故事石文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070 臺灣膠彩畫展. 第三十五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217 樂樂聽讀兒童高級故事 [姚釹, 李琇琇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387217 樂樂聽讀兒童高級故事 [姚釹, 李琇琇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87224 樂樂聽讀兒童高級故事(簡體字版) [姚釹, 李琇琇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7032 <>後勤制度考辨 黃聖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049 天地人和諧: 儒家的環境空間倫理與關懷 潘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063 當代新儒學三大家序跋輯錄 蔡仁厚, 羅雅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070 探索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 <>與民初政治、社會思潮周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087 寒山詩在宋元禪林的傳播研究 黃敬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膠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樂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漢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圖博之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華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



9789571517094 魯西民俗 杜明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00 政治中當然有道德問題: 徐復觀政治思想管窺 黃兆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17 古文觀止 吳楚材選注; 王文濡評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24 杜詩鏡銓 (唐)杜甫著; (清)楊倫箋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48 文學探索 尤雅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55 訓詁學大綱 胡楚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62 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 國學難題解釋 杜而未著 三版二刷 平裝 1

9789571517186 山海佇望: 淡江大學中文系六十週年「六十有夢」紀念文集殷善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193 布迪厄與臺灣當代女性小說 劉乃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09 從詮釋學與天台學說起 吳汝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23 儒家工夫論 吳新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47 佛教中觀學百論的哲學解讀 陳森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54 <>女性身體書寫的敘事意義 林偉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61 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 林安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85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繪畫四大家美學觀念及其實踐研究佘佳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292 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集 尤信雄著; 林佳蓉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339 沈思儒家: 儒學儒教的鉤深致遠 潘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346 徐復觀教授時論語錄精粹 薛順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360 靈魂餘溫: 兩岸現當代文學批評集 黃文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384 經學通論 葉國良, 夏長樸, 李隆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391 儒學的現代詮釋與時代關懷 楊自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407 不只是「風景」的視野: 後革命時代兩岸現當代文學比較論黃文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508 龍城書院臺灣藝術交流展專輯.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046 臺灣藝術研究院臺灣國展油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17台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8775 梁藍波: 墨象 梁藍波作 第一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139 住院病人臨床常見之護理問題: 噁心嘔吐之辨證施護手冊第三十一屆中醫護理委員會指引發展小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440 人性弱點的邏輯思維 馬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64 將NO變成YES的說話情境 馬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71 不一樣的猶太人: 務實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88 一生受用的處世智慧 隨波逐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2495 蘇格拉底人生格言集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942 五十音好容易(經典復刻版) 柘植美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德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臺灣龍城書院



9789869485005 成為自己的女王: 那些偷偷變美的小心機 陳瑜芳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456 你不是胖!骨正人就瘦: 體態美人的3秒正骨法 波多野賢也著; 彭小玲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463 這次絕對告別小腹婆!: 1天60秒瘦肚操 波多野賢也著; 周欣芃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470 改變你一生的九型人格 胡挹芬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313 心靜神明: 洪文珍70書法回顧展專輯 洪文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6313 心靜神明: 洪文珍70書法回顧展專輯 洪文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808 好神奇!找到勻稱,臉蛋就漂亮: 一天五分鐘的不對稱臉型矯正DIY黃相普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822 後勤管理學: 現代科學技術與先進管理科學 任慶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839 人言劇話: 賞析古代中國六十位戲劇作家 吳東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846 人言平話: 賞析古代中國六十部平話小說 吳東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1603 不想失智,就走路吧! 島田裕之作;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1610 古川先生の早起30分鐘生活計劃 古川武士著; 杜悠樂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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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7912 頸椎回正神奇自癒操 黃雅玲作 修訂版 平裝 1

9789869437967 Café風格室內輕裝358招 Life&Foods編輯室著; 汪欣慈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272 機率與統計 Ronald E. Walpole等原著; 陳常侃, 王妙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289 電機機械 P. C. Sen原著; 黃世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8296 基礎電磁學 何銘子, 賴富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183 澤龜完全飼養手冊 廖信誠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556 冷凍創意食譜: 長期保存營養UP! 省時輕鬆做! 川上文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070 花時間. 12, 花時間享生活 5個關鍵字打造花草感性日常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作; 劉好殊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58 葉葉都是小綠藝: 以葉為飾,裝扮其身 Florist編輯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65 綠色穀倉的手綁自然風倒掛花束: 一起來學乾燥花草作的25款花束設計Krist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72 花時間: 花爛漫.為你送上彼日的香氣記憶 Enterbrai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89 盛開吧!花＆笑容: 祝福系.手作花禮設計 Kadokawa corporation作; 盧昭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296 樹形盆栽入門書: 一次學會10種新手也能輕鬆掌握的基礎技法山田香織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06 女孩兒的花裝飾: 32款優雅纖細的手作花飾 折田さやか著; 陳妍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13 花時間: 盛夏時節.自然清涼の花&綠 Enterbrain著; 周欣芃, 林麗秀,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數位臺灣童書學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208 海洋的極端生物 史蒂芬.帕隆比(Stephen R. Palumbi), 安東尼.帕隆比(Anthony R. Palumbi)著; 潘震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15 文藝春秋 黃崇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22 未竟的殖民: 日本在臺移民村 張素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39 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 黃雋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46 FIX 臥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53 向日葵的季節 伊戈爾.T.梅奇克(Igor T. Miecik)著; 林蔚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746 基礎英文文法寶典 謝佩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3159 打造型男力!: 髮型帥、穿搭潮、外表Fit,人氣男必修30堂課MF變型男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114 靜繫十年: 王陳靜文教授藝術回顧展暨繪畫創作獎聯展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編輯 其他 1

9789869455121 靜繫十年: 王陳靜文教授藝術回顧展暨繪畫創作獎聯展歷屆得獎作品集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830 我的第一套音樂學習卡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18241 呂祖謙的儒(理)學、法理學 呂榮海編著 平裝 1

9789578718258 律師執業30年 呂榮海著; 藍照慶與談 平裝 1

9789578718265 法律古文今用 呂榮海, 王玉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9619 The Sacred Dohas of Kagyu Enlightened Masters The 12th Chamgon Tai Situpa[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4909 因聖亞瑪大師: 緬甸入世佛教 晏禮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923 熱沙上的比丘: 靈鷲山緬甸南傳出家修道會 王存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262 菜籃子革命: 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幸福 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851 大英帝國衰亡史 中西輝政著; 王敬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68 全球反恐戰爭 張錫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75 法國人教你如何投票: 200種投票前應該思考的想法法蘭索瓦.費索(Francoise Fressoz)著; 陳子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82 瞰海: 12種閱讀海洋與歷史的方法 Emery & 故事編輯部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08899 野蠻人的恐懼: 超越文明衝突論 茨維坦.托多洛夫著; 許惇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2501 中國的強國構想: 從甲午戰爭到今天 劉傑著; 郭介懿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慧眼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寬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潮客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海樓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樂拼英文教實業



9789869532518 波斯人 傑佛瑞.帕克(Geoffrey Parker), 布蘭達.帕克(Brenda Parker)著; 苑默文, 劉宜青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019 天堂情書 宋芳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019 天堂情書 宋芳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46026 雪地裡 宋芳綺文; 蔡仁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46026 雪地裡 宋芳綺文; 蔡仁芳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801 表達性藝術治療學習畫冊 邱美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301 五十歲豁然開朗: 開啟人生下半場必備的知性生活術外山滋比谷著; 邱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325 資生堂的文化裝置:引發時尚革命的美學教主 和田博文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332 海盜.香火.古港口: 臺南研究先驅黃典權紀念專書黃典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4657 時雨 印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134 小熊兄妹的點子屋. 2, 不能說的三句話 哲也作; 水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404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 從繪本裡預見美麗人生 劉清彥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4411 我的過動人生: 昆蟲老師吳沁婕的追夢日記 吳沁婕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4428 可能小學的西洋文明任務. 1, 埃及金字塔遠征記王文華文; 貓魚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35 可能小學的西洋文明任務. 2, 亞述空中花園奇遇記王文華文; 貓魚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42 可能小學的西洋文明任務. 3, 決戰希臘奧運會 王文華文; 貓魚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59 可能小學的西洋文明任務. 4, 勇闖羅馬競技場 王文華文; 貓魚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66 教室裡的阿德勒:人生三角柱裡的處世智慧 溫美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73 動手動腦玩科學. 1: 生物大冒險 伊莎貝爾.湯瑪斯(Isabel Thomas)文; 尼可拉斯.凱羅(Nikalas Catlow)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80 動手動腦玩科學. 2: 太空大冒險 伊莎貝爾.湯瑪斯(Isabel Thomas)文; 尼可拉斯.凱羅(Nikalas Catlow)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4497 小狗噗噗搬新家 唐唐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025 流行中式點心:茶粿、酥餅、糕點、包子饅頭一次學會獨角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32 烘焙餐桌:麵包機輕鬆做X天然酵母麵包X地中海健康料理金采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49 舞麥!麵包師的12堂課 張源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56 經典重現: 吳恩文遇見傅培梅 吳恩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63 健康好生活!用鑄鐵鍋做出的美味 程安琪, 陳凝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70 超萌造型兒童餐: 50道孩子最愛的可愛料理 濤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087 排毒舒壓打造輕體質: 128道清爽料理徹底淨化身體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0766 改變歷史的50條鐵路 比爾.勞斯(Bill Laws)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827 甜點之王法式烘焙聖經 賈奇.菲佛(Jacquy Pfeiffer), 瑪莎.蘿絲薛曼(Martha Rose Shulman)著; 黃宜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872 偉大攝影的基礎: 人物 亨利.凱洛(Henry Carroll)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889 看圖學酒: 125張圖表看懂世界酒飲的製造科學、品飲技巧與關鍵知識Ben Gibson, Patrick Mulligan著; 潘芸芝, 鍾偉凱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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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銳點視覺設計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樂學齋文化



9789864590896 廚房裡的包裝設計: 超過150個從基本技巧延伸,可以不斷變化創新的料理包裝術+40道可口溫馨的甜點食譜福田里香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902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基礎印刷學 劉綺文編;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919 簡明人體經絡與常用穴位圖冊 靳士英, 靳朴, 劉淑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926 巴黎女人的時尚聖經 伊內絲.法桑琪(Ines de la Fressange), 蘇菲.嘉雪(Sophie Gachet)作; 張一喬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0933 自然生活玩家田中拳的野炊食譜: 多元又簡單的戶外料理,在家也能玩燒烤!田中拳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957 平衡的力量: 芭蕾舞者臺上明星、臺下母親的雙面人生真實紀錄露西.葛蕾(Lucy Gray)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0971 寫下歷史的世界500步道: 穿梭於自然與文明,聽地球說故事莎拉.貝克斯特(Sarah Baxter)著; 陳正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988 超擬真立體繪圖技法: 應用基本繪畫技巧畫出比照片還逼真的3D錯視畫史戴凡.帕布斯特(Stefan Pabst)著; 韓書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08 低烹慢煮: 60道完美易學的低溫烹調食譜,家庭廚房也能端出專業水準的Sous Vide料理蘇彥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15 品蜜: 一位侍酒師的蜂蜜追尋 劉永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22 百變食譜冷凍調理包: 料理名家私房常備 藤井惠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46 艾諾蒂.朱迪斯 脈輪瑜伽全書: 以脈輪為骨架、瑜伽為連結,打開內在的神聖中心艾諾蒂.朱迪斯(Anodea Judith)著; 林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01575 病人為先 崎路徐行: 一個肝病中心的誕生與成長廖運範, 朱嘉明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0596 我要當工程師 李海生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02 我要當法官 顏曉萍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19 我要當音樂家 十畫, 子非魚作; 橘兔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26 我要當馴獸師 張燕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33 我要當演說家 李海生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40 我要當銀行家 靜曾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57 我要當編輯 張燕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64 我要當雜技演員 李海生作; 子非魚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71 向課本作家學習寫作 高詩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688 不會作文怎麼辦?: 名師搶救作文18套祕笈大公開蔣軍晶編著; JUJU插圖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695 愛寫才會贏 沈惠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701 第二隻夜鶯 王文華作; 麻三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718 棕熊先生出任務 鄒敦怜作; 阿加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725 小鱷魚快樂交朋友 曾玟蕙作: 椰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732 小鱷魚快樂學分享 曾玟蕙文; 椰子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749 不會作文怎麼辦?: 名師搶救作文18套祕笈大公開蔣軍晶編著; JUJU插圖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756 兩個閨蜜遊台灣 66, 花生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763 危險!別鬧! 王美慧文;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770 埃及王子的重重危機 鄭宗弦作; 林傳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787 活用成語漫畫 好漾原創動漫社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794 活用成語漫畫 好漾原創動漫社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800 漫畫成語故事 童心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817 漫畫成語故事 童心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817 漫畫成語故事 童心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824 紅樓夢趣味漫畫 曹雪芹原著; 卡迪工作室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831 西遊記趣味漫畫 吳承恩原著; 卡迪工作室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848 水滸傳趣味漫畫 施耐庵原著; 卡迪工作室編繪 平裝 1

9789864520855 三國演義趣味漫畫 羅貫中原著; 卡迪工作室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862 漫畫論語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879 有趣的亞洲: 亞洲地圖旅行 曹知郁作; 金昭瑛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893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春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909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春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916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戰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923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戰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930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西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947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西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954 小鱷魚快樂玩體操 曾玟蕙作; 椰子cocoillust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961 世界地圖旅行 李惠晶作; 金祐善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978 美繪版成語故事. 夏 吳曉靜改編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橘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螢火蟲



9789864520985 美繪版成語故事. 春 吳曉靜改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0992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東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1005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東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1012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三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1029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三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1036 美繪版成語故事. 秋 吳曉靜改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043 美繪版成語故事. 冬 吳曉靜改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3068 馴服汽車: 建構永續城市的主要策略 何沙崙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38 東亞人文. 2016年卷 Robin Visser, 樂鋼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927 實戰物聯網LinkIt Smart 7688 Duo 曾吉弘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5292 Super bear. 4 Peter S.H.Lai[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134 My maths book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38158 My maths book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38172 My maths book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38196 My fundations phonics and writing book By Toby Shaw; Illustrated by Cecilia Hsu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5608 Super skills book. 9 David Rixon等[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495615 SPEC. 9, Student's book By Chris Waite, Steve Lambert, Tom Bowen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495622 SPEC. 9, Workbook By Chris Waite 初版二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618 小塗鴉積木程式語言官方指引 瑪利娜.尤瑪斯奇.柏絲(Marina umaschi Bers), 米契爾.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合著; 陳昱行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949 文化衝突: 投資,還是投機? 約翰.柏格(John C. Bogle)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56 非理性繁榮: 股市。瘋狂。警世預言家 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作;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63 巴菲特&索羅斯之致勝投資習慣 馬可.提爾(Mark Tier)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70 股市真規則: 晉升專業投資人的五項金律 派特.多爾西(Pat Dorsey)著; 黃嘉斌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1773 國中二年級. 2: 社會 謝承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780 國中二年級. 1: 社會 薛孝妘, 林辰, 彭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797 國中二年級英文 Ignace Feng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803 國中二年級英文 Ignace Feng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810 國中二年級. 2, 國文 江超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827 國中二年級. 1, 國文 江超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834 國中二年級. 2, 數學 齊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841 國中二年級. 1, 數學 林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858 國中二年級.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盧澔, 陳鎮州, 林冠宏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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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閣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6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尼斯企業



9789865861865 國中二年級. 2, 自然與生活科技 盧澔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1985 愚行錄 貫井德郎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419 變身 東野圭吾著; 葉韋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5426 行星凱倫 初野晴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433 我們偷走星座的理由 北山猛邦著; Rapp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440 戰場上的廚師 深綠野分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457 流星之絆 東野圭吾著; 葉韋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5464 陀螺儀 伊坂幸太郎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471 黑貓小夜曲 知化實希人著; 鍾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32 「靜宜60-創新卓越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胡憶蓓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25 多元升等教學實務暨技術應用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鄭志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810 絆綫 被遺忘的溫度。半線文旅 林雅淩, 黃曼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27 不思議な駅: 全臺三十四個無人車站寫真 吳洛均著 精裝 1

9789865733834 拾老味 李怡慧, 郭善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41 如歌的行板 鍾宜靜, 吳孟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58 柳哥 羅伶育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65 獵魔士路西斯 謝伯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72 謝謝妳寫信給我 許文芳, 吳宜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89 像我們這樣的人: 傷友們的疤痕記事 林巧雯, 曹雯玄, 林沂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896 玩□童玩: 自己的童玩自己選 趙雨儂, 曾俊維, 謝辰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902 我們在時間裡吃飯 陳采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919 當我遠道而來 李雨珊, 劉煒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926 口紅印的獨白 王顥諭, 黃曉欣, 簡羚靚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3933 慢慢走 洪筠惠文.圖 平裝 1

9789865733940 青田 黃麗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957 時間掉了 彭威文等攝影/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964 遠.在 林羽萱文字; 陳協志, 林羽萱攝影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3971 心爐 徐楷閔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3988 失語人魚 古欣怡文字; 搔騷茶繪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49 植物史: 蔡獻友創作個展 [蔡獻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9628 賺錢寵物店必備元素: 教你如何賺進別人賺不到的大錢張御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936 人電與癌病照護 方仁楠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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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獨步文化



9789869466943 醍醐一滴: <>十二句締造幸滿圓滿人生 四明智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950 轉危為安: 企業家如何面對困境 四明智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967 證悟捷徑: 上師相應法與本尊法之成就要訣 四明智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523 水墨x複數: 新世代水墨展 林衍馨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185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5830 佛遺教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465823 佛遺教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9465847 Reminders under the Sala Trees: A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the Buddha’s Bequeathed TeachingsShih Cheng Yen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5854 Realizing Principles through Propriety: Cultivating a Humanistic CharacterEditors Weng Peilin, Su Weiran, Ye Boyi 平裝 1

9789869465861 佛遺教經講述 釋證嚴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5878 靜思語 釋證厳著 平裝 1

9789869465885 Realizing Principles through Propriety: Cultivating a Humanistic CharacterShih Cheng Yen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100 最新餐飲服務丙級技檢叢書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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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3014 薌風筆陣: 薌風書藝會丁酉聯展雅集 周素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76814 書法頑家: 用善念來寫字 張尚為著 平裝 -1

9789869426657 書法頑家: 用善念來寫字 張尚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014 秦漢思想研究 黃錦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3021 尚書竅詁 楊筠如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519 <>正曆譜 廖平喜, 廖珮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526 手作繽紛造型甜點 鄭清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33 歐風甜點的經典手作 潘楚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40 蒸簡單來吃素 洪銀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57 頂級可頌丹麥手作全書 游東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64 歡樂點心房: 冰品*甜點心*鹹點心*零食 梁瓊白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諾森貝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龍泰生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0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薌風書藝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樸尚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978986564897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men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Emil Manukyan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898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men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Emil Manukyan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8992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Armenian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Emil Manukyan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21261 Glossika大量句子: 西班牙語(西班牙)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Gemma Vidal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21278 Glossika大量句子: 西班牙語(西班牙)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Gemma Vidal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21285 Glossika大量句子: 西班牙語(西班牙)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Gemma Vidal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0640 Glossika大量句子: 波蘭語 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Urszula Gwaj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0657 Glossika大量句子: 波蘭語 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Urszula Gwaj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0664 Glossika大量句子: 波蘭語 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Urszula Gwaj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036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Japonais couramment 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043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Japonais couramment 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050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Japonais couramment 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Maxime Paquin[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067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Allemand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074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Allemand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081 Glossika methode syntaxique: Allemand courammentMichael Campbell, Maxime Paquin, Christian Schmidt[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364 Glossika vielsatze: Englisch(Amerikanisch)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371 Glossika vielsatze: Englisch(Amerikanisch)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388 Glossika vielsatze: Englisch(Amerikanisch)sprachbeherrschungMichael Campbell,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425 Glossika vielsatze: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432 Glossika vielsatze: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449 Glossika vielsatze: Japanisch sprachbeherrschung 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 Christian Schmidt[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1777 Glossika大量句子: 冰島語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Daníel Ingi Pétursso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1784 Glossika大量句子: 冰島語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Daníel Ingi Pétursso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1791 Glossika大量句子: 冰島語流利 陳珮瑜(Sheena Chen), Daníel Ingi Pétursso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201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Japanese daily life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Shirakawa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4382118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Chinese(Simplified) travel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Zi Yan Xie[編著] 1st ed. 平裝 1

9789864382125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German daily life fluency moduleMichael Campbell, Henning Vogler[編著] 平裝 1

9789864386307 Glossika大量句子: 捷克語 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Hana Walderova作 平裝 1

9789864388134 Glossika 例文集積法 アメリカ英語 ビジネス入門編Takafumi Miyauchi,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平裝 1

9789864388141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Simplifié)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Yuan Yan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158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Simplifié)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Yuan Yan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165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Mandarin Chinois(Simplifié)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Yuan Yan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202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Arabe Egipcio FluidezDaisy Gomez, Remon Frage Herany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219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Arabe Egipcio FluidezDaisy Gomez, Remon Frage Herany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226 Metodologia de la Oracion Compuesta Glossika: Arabe Egipcio FluidezDaisy Gomez, Remon Frage Herany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233 アメリカ英語日常生活編 Takafumi Miyauchi, Michael Campbell著 平裝 1

9789864388240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lowakisch sprachbeherrschung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257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lowakisch sprachbeherrschung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264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slowakisch sprachbeherrschung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271 Glossika例文集積法韓國語 流暢 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288 Glossika例文集積法韓國語 流暢 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295 Glossika例文集積法韓國語 流暢 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301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Chinesisch(Vereinfacht)Sprachbeherrschung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318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Chinesisch(Vereinfacht)Sprachbeherrschung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325 Glossika Vielsatzmethod Chinesisch(Vereinfacht)SprachbeherrschungGlossika Team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332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Hongrois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András Matuz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88349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Hongrois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András Matuz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88356 Corpus de phrases Glossika Hongrois Parler courammentMaxime Paquin, András Matuz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8861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atvian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Danuta Mezore編著 1 其他 1

978986438862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Latvian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Danuta Mezore編著 1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0448 向上管理: 做高效能下屬 李卓汐, 秦浩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530 大膽試錯 張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50

龍視界



9789869160629 龍華科技大學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2017黎淑慧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60629 龍華科技大學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2017黎淑慧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300 玩在歐洲Let's play Europey 黃婉婷等撰文; 郭文楷, 賴盈宜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542 金牌店員內部培訓手冊 陳宇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59 降低人力成本 吳易華、張常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66 生產主管工作技巧 曹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573 如何撰寫連鎖業營運手冊 吳宇軒, 任賢旺, 黃憲仁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3690580 工廠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余幼龍編著 增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3690597 企業如何制度化 王力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603 終端零售店管理手冊 黃憲仁, 任賢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790 腰痛自救!完全實踐版: 日本名醫公開「最新認知行為療法」90%的病痛都能不藥而癒!丹羽真一, 大谷晃司, 笠原諭著; 趙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13 1天10分鐘!神奇の教練媽媽教養術: 拒絕親子間的情緒勒索,用「提問」取代「嘮叨」的引導式教養法鄭銀慶作;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13 1天10分鐘!神奇の教練媽媽教養術: 拒絕親子間的情緒勒索,用「提問」取代「嘮叨」的引導式教養法鄭銀慶作;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20 1天11分鐘輕肌力健身,成功瘦39公斤: 24小時貼身教練陪你做,量身打造專屬你的瘦身計劃安振必作; 魏汝安譯 平裝 1

9789869507837 瘦身主廚特製.81道常備瘦身料理: 沙拉也能吃得飽又健康!米其林主廚教你做簡單易學.豐盛美味.健康營養的瘦身常備菜張世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9111 信託應用要訣 莊昆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05 看見.觀點: 從<>的集體創作過程一探導演的自我準備杜思慧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43 跨領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第十屆王宗立主任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36 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 陳崇裕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683 關鍵閱讀力 張珮娟, 陳玉嘉, 詹敏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12 新關鍵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義 鐘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50 學測國文全勝12週 林淑娟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178867 搶救歷史大作戰 鄧傑銘, 許祺芳, 陳定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874 Cool!英文法 莊景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81 搶救統測國文高效複習25週 徐泓縉, 陳怡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898 UPUP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章魚哥, 瑪麗亞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流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龍鳳凰國際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橘創整合行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400 哈囉!我的英文字典 平裝 3

9789865790400 哈囉!我的英文字典 平裝 -2

9789865790417 哈囉!我的英文字典(中文簡體版) 平裝 1

9789865790424 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平裝 1

9789865790431 Hello my talking book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90448 哈囉!我的英文字典(英文版)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0448 哈囉!我的英文字典(英文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844 台灣民俗與休閒文化: 通識教育課程理念與實務成果邊瑞芬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66851 哲學諮商在生命關懷上的運用 許鶴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68 宗教的生命關懷 許鶴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75 中唐政治史研究論集 林偉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82 日本介護保險制度與生存權保障 吳秀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899 法學通識教育: 理論與實踐 黃聰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06 資訊傳播概說 柯舜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13 論醫藥專利的產業化: 中國專利法專題研究 侯慶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20 另類說法: 刑事案例解讀 黃惠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37 刑法分則爭點精解 曾淑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51 刑法總則爭點精解 曾淑瑜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8368 音樂畫作與藝術風格: 以圖像學論述 謝斐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7897 馬丁路德桌邊談話 馬丁路德著; William Hazlitt英譯; 顧華德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03 今日使徒: 神要行新事 復興今日教會 彼得.魏格納著; 張洵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10 恩典夠用!: 施達雄的人生驚豔 施以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27 21世紀的屬靈領導 莊大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009 鋼琴書. 流行彈唱篇 陳俊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16016 鋼琴書. 流行獨奏篇 陳俊宇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635 迎接21世紀世界和平大法會紀念專輯 謝明媛主編 再版 精裝 1

9789868940697 生命的秘密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752 鬼算命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69 奪命屍寵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76 初戀再一次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83 老大的寵物情人 梓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790 鬼鄰居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08 妖魔的秘密初戀 柚子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15 期間限定熱戀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22 召鬼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39 脫下你的醫師袍 奎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46 警察大人來一發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53 冰山管家笑一個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爵士大師音樂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禪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橄欖

學齡國際



9789869510660 玩命召喚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77 百物解憂所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10684 死了都要愛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691 王爺嘴下留人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108 熾熱眼神的挑逗 潯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115 屍地禁止 黑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4231 捨.拾: 趙丹綺銀器創作2013-2016 趙丹綺作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2346 幸福大師雷諾瓦與二十世紀繪畫: 導覽手冊 何政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82 幸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 2017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75 國際產學合作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399 嶺東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2016 吳冠輦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259 中華民國憲法淺析 廖顯謨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002 魔力作文初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6019 魔力作文初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6026 魔力作文初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6033 魔力作文初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86040 魔力作文初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86057 魔力作文中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6064 魔力作文中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6071 魔力作文中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6088 魔力作文中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86095 魔力作文中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87207 魔力作文高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7214 魔力作文高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7221 魔力作文高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7238 魔力作文高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87245 魔力作文高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87252 魔力作文進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7269 魔力作文進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7276 魔力作文進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7283 魔力作文進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87290 魔力作文進階(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邁思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國企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聯合報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



9789869487412 高效記憶學習. 基礎篇(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7429 高效記憶學習. 基礎篇(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7436 高效記憶學習. 基礎篇(簡體字版) 王麗玲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305 小河馬不跟我玩了 夏樂.貝利埃(Charlotte Belliere)文;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圖; 孔繁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1312 交給我! 楠茂宣文; 野志明加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1329 跳舞說再見 莉比.葛莉森(Libby Gleeson)文; 安娜.琵尼塔洛(Anna Pignataro)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1343 草莓草莓砰砰 夏善貞文.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05 文化創意與設計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蔡志英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674 AI神通智慧人. 1 宇宙天國-聖天使聯盟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752681 彌勒聖道行. 四十三部曲, 王者聖珠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698 彌勒聖道行. 四十四部曲, 鳳凰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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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4803 五力型組織: 推廣本 賀柏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345 妙法蓮華經玄贊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352352 妙法蓮華經玄贊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35236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贊述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2376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383 勝鬘經述記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法師說; 門人義令記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2390 異部宗輪論述紀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822 心心相印: 我的心靈經驗與修行 陳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839 行動: <>讀書會. 4 許添盛主講;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846 中年叛逆: 走出生命框架,活出精采人生 張鴻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853 上堂: 返觀自心的26堂禪學課 妙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860 棒喝: 直顯本心的27個指南 妙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503 信息科技的量子療癒 克莉絲恬.布蘭德(Christiane Brand), 羅伯.諾利姆.迪赫(Robert Noriam Diehl)著; 紀宛君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906 你的姿勢很有事: 生活中最要命的小姿勢,害你的骨頭、肌肉、神經天天在自殘,全身都是又痠又痛又麻的怪病,人生大走鐘!三個字SunGuts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優善時空波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文化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優理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23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環球科大視傳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7109 資本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學 Joseph A. Schumper著; Richard Swedberg編; 藍元駿譯注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178 劍橋中國文學史. 卷下, 1375年之後 孫康宜, 宇文所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7239 朱鷺號三部曲. 二, 煙籠河 Amitav Ghosh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8724 <>的補天之恨: 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廖咸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264 陶希聖年表 陶泰來, 陶晉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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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6冊 1

9789570849417 喵的咧: 貓咪細說日本史! Sonishi Kinji著; WJ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49424 喵的咧: 貓咪細說日本史! Sonishi Kinji著; WJ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49431 酒釀 孫心瑜著.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448 新聞,在轉捩點上: 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 林照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455 下一波全球新貨幣: 黃金 James Rickards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462 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 20個哲學大哉問 Simon Blackburn著; 邱振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479 衣索比亞手繪旅行 張佩瑜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486 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 Lucien Bianco著; 何啟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493 反離散: 華語語系研究論 史書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509 圖解漫畫征服人心,先抓住人性的<>: 馬基維利親授,笑傲職場的主管生存術馬基維利(Nicclo Machiavelli)原著; 肯本健生劇本; 葉韋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516 繪本英閱會: 讀英文繪本翻轉孩子的閱讀習慣 戴逸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523 神 董啟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530 不平靜的太平洋: 大航海時代的權力競技場,牽動人類命運的海洋史Simon Winchester著; 譚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547 感覺十書: 蔣勳談美 蔣勳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0849554 古希臘的人學 丁福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561 思想史. 7, 專號: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578 阿妞一家 鄭苡庭, 林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585 他不壞,他是我弟弟 吳多潤著; 安娜.哥黛亞布繪; 候怡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592 迎接冬天 崔貞任著; 潘楨元繪; 陳錦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608 我們都愛你 塞西爾.金著; 安娜.拉德卡繪; 鄒彩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615 你要去哪裡呢? 金英雅著; 金熙英繪; 顏如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622 走電人 李儀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639 文字的秘密: 從甲骨文、羅賽塔石碑到表情符號,重新認識文字穿越時空的演變史Andrew Robinson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646 台資銀行中國大陸債權確保實務: 法院判例51-80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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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849653 給社會新鮮人的10封信 嚴長壽等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49660 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 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齊錫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677 開路:社會企業的10堂課 社企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684 哥教的不是川普,是美國文化! 畢靜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691 喜歡讀書寫字的京都旅樂 王文萱等著 初版 平裝 14

9789570849691 喜歡讀書寫字的京都旅樂 王文萱等著 初版 平裝 -9

9789570849691 喜歡讀書寫字的京都旅樂 王文萱等著 初版 平裝 -4

9789570849707 拯救資本主義: 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人的財富羅伯.萊克(Robert B. Reich)著; 周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14 三寶西洋鑑 顏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21 原民狩獵的倫理省思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21 原民狩獵的倫理省思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38 與海龜一起游泳玩自拍,第一次水中攝影就上手顏孝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45 當代歐洲民族運動: 從蘇格蘭獨立公投到克里米亞危機洪泉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69 東亞醫療史: 殖民、性別與現代性 張哲嘉, 祝平一等箸; 劉士永, 王文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76 坐罐仔的人 吳敏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83 天蘭尋味: 胡天蘭的美味點評101 胡天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790 星期三的凱歌 乃南亞沙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06 勝者為王: 資治通鑑大講堂,讀古今之變,一解成敗之謎張國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13 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 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Arthur R. Kroeber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44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王汎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51 香料共和國: 從洋茴香到鬱金,打開A-Z的味覺秘語John O'connell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75 沖繩走私女王: 夏子 奧野修司著; 黃鈺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99 商務越南語. 管理篇: 在越南工作零距離 阮氏美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29 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 方法、秘訣、潛規則 彭明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43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著; 李斯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74 空臉 韓麗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4

鍾鼎國際藝術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24827 楊鳴山紀念畫展 蔡佳璐, 郭庭妤企畫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10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乙級技術士考照指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107 聽,文化: 臺灣取樣音源與文化保存的第一本書 黃康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506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13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2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37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44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51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68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75 挑戰學測試題成功之鑰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8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454599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2009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318 快樂聽學新聞日語. 3 須永賢一著; 林彥伶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230325 中日逐步口譯入門教室 蘇定東編著 增修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319 快樂的配方: 點點童畫創作集 陳曉萱, 李冠緯等著; 楊湛維, 林綉芬等繪; 張家綺, 張丹毓主編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5916 航空管制員的祕密生活 伊藤惠理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923 群鳥飛舞的世界末日 查莉.珍.安德斯(Charlie Jane Anders)著;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5930 欺騙的種子: 基因改造作物的世紀騙局,揭開生物科技、跨國企業與政府都害怕的謊言與真相傑佛瑞.史密斯(Jeffrey M. Smith)著; 張木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5947 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 司法精神醫學學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娜拉.塞美(Nalah Saimeh)著; 姬健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954 拿破崙不是敗在滑鐵盧戰役而是金融戰爭: 從「金錢的流動」發現5000年歷史的意外事情大村大次郎著; 李漢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961 一個人到一家人的日常營養學: 解開6大類食物X10種疾病飲食關鍵,營養學博士從身到心都健康的生活提案吳映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985 瑪莉博士的地下醫學實驗室: 從女醫師的謀殺疑雲,揭開美國的祕密生化武器實驗、世界級疫苗危機及甘迺迪暗殺案的真相愛德華.海斯蘭(Edward T. Haslam)著; 蔡承志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992 超展開數學教室: 數學宅×五個問題學生,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BUG賴以威著; NIN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005 超展開數學約會: 談個戀愛,關數學什麼事!? 賴以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012 模範領導的養成: 20個日常訓練,讓你成為老闆信賴、員工願意跟隨的好主管詹姆士.庫塞基(James M. Kouzes), 貝瑞.波斯納(Berry Z. Posner)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029 幽影王冠 凱德兒.布雷克(Kendare Blake)著; 林欣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043 直視全貌: 穿越過度簡化的迷障,從複雜理論探索科學、商業與社會文化的新視角約翰.米勒(JOHN H. MILLER)著; 蔡承志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481 馬太福音研讀. 四, 十三章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69498 碎渣兒 朱韜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點點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優實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聲樣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680 哥林多前後書 呂沛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609 藏文本<>傳衍考析 林純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607 文化,無處不在的文化! 洪丕柱著 平裝 1

9789869476652 宇宙猜想 聶崇永作 平裝 1

9789869476669 四十年來家國: 關於越南的記憶 潘宙著 平裝 1

9789869476676 股票預測學: 一葉知秋把握入場關鍵點 成鐵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422 兒童國畫起步: 蔬菜瓜果 鄭迪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6432439 兒童國畫起步: 花卉禽鳥 鄭迪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6432460 兒童國畫起步: 動物魚蟲 鄭迪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6432514 兒童國畫起步: 山水 鄭迪民編著 平裝 1

9789866432781 當代經典. 賀成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798 當代經典. 喻繼高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04 當代經典. 姚媛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11 當代經典. 言恭達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28 當代經典. 徐培晨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35 當代經典. 徐建明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42 當代經典. 任大慶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59 當代經典. 吳元奎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66 當代經典. 張繼馨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9789866432873 當代經典. 聶危谷卷 紀太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608 我愛板球 徐昱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910 經絡調理寶典 王苓安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150927 利基成大器: 公司經營事半功倍永續發展 高餘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50927 利基成大器: 公司經營事半功倍永續發展 高餘三著 第一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4482 娘子學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499 娘子學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4505 娘子學掌家 白糖罌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4536 衰神錢多多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543 嬌女嫁對郎 漁潼著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550 嬌女嫁對郎 漁潼著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567 嬌女嫁對郎 漁潼著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574 嬌女嫁對郎 漁潼著 平裝 卷4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7

藍海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豐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藏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歸正



9789864654581 吾妻至上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598 吾妻至上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604 吾妻至上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611 吾妻至上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628 萬兩小醫女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635 美人膽大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54642 美人膽大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54659 美人膽大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54666 美人膽大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54673 美人膽大 心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54680 一本萬利小嬌妻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697 娘子惜命命 青伶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703 娘子惜命命 青伶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710 娘子惜命命 青伶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727 娘子惜命命 青伶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734 王爺的三寶妻 長安春風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741 王爺的三寶妻 長安春風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758 王爺的三寶妻 長安春風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765 王爺的三寶妻 長安春風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772 珠光寶妻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789 妻點江山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796 妻點江山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802 妻點江山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819 妻點江山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826 好命童養媳 鳴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833 好命童養媳 鳴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840 天朝第一娘子漢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857 吉食郡主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4864 錦繡良人 寧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871 錦繡良人 寧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888 錦繡良人 寧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895 錦繡良人 寧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901 媳婦有出息 畫云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4918 媳婦有出息 畫云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4925 福妻上門 有魚多多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932 福妻上門 有魚多多著 初版 平裝 卷2 2

9789864654949 福妻上門 有魚多多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963 長女獨步內宅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956 長女獨步內宅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970 長女獨步內宅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987 長女獨步內宅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994 閨秀平天下 樂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007 閨秀平天下 樂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014 閨秀平天下 樂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021 閨秀平天下 樂青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038 妻貴夫榮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045 妻貴夫榮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052 懶女古代日常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069 三世妻約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076 公主翻紅 甜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083 公主翻紅 甜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090 掌家有芳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106 東宮掌心寶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113 東宮掌心寶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120 東宮掌心寶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137 東宮掌心寶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144 東宮掌心寶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5151 嬌養心頭寵 上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168 娶妻如意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175 娶妻如意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182 生財閨女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199 生財閨女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205 生財閨女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212 生財閨女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229 生財閨女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5236 生財閨女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5243 妃觀天命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243 妃觀天命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250 妃觀天命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250 妃觀天命 水夕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267 妙膳小王妃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274 閨秀不從夫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281 閨秀不從夫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298 閨秀不從夫 清瓷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304 食醫千金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311 貴女不安於室 唐薇薇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328 貴女不安於室 唐薇薇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335 貴女不安於室 唐薇薇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342 公子一笑傾城 艾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359 娶妻安樂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366 總有刁民想害朕 袖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373 嬌醫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380 嬌醫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397 夫人不認夫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403 夫人不認夫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410 閨女要上位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427 閨女要上位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434 閨女要上位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441 閨女要上位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458 閨女要上位 璃莫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5465 嫡妹逆襲 文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472 嫡妹逆襲 文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489 嫡妹逆襲 文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496 嫡妹逆襲 文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502 嫡妹逆襲 文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5519 許願荷包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526 聽后發落 千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533 聽后發落 千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540 聽后發落 千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557 侯府小嬌娘 西柚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564 侯府小嬌娘 西柚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571 侯府小嬌娘 西柚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588 侯府小嬌娘 西柚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595 侯府小嬌娘 西柚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5601 麵鄉小廚娘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618 夫人百無禁忌 寄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625 宮女飛高枝 安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632 宮女飛高枝 安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649 達官貴妻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656 達官貴妻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663 達官貴妻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670 達官貴妻 唐韻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687 珠玉妻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694 好運甜妻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700 好運甜妻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717 姑娘福宅深厚 晏青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724 姑娘福宅深厚 晏青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731 姑娘福宅深厚 晏青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50

送存冊數共計：127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708 星光女神卡 蔣豐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815 醫務社會工作 翁毓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822 政治學與臺灣政治 王業立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563 作業管理: 管控QCD之鑰 陳明德, 葉丁鴻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839 當代社區工作: 計畫與發展實務 李易駿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668846 數位時代新聞學 彭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8853 社會學概論 George Ritzer著; 吳鴻昌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860 正向心理學理論與實務: 幸福人生的新視野 韓佩凌, 陳柏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877 輔導原理與實務 鄔佩麗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884 團體工作實務 Ronald W. Toseland, Robert F. Rivas作; 莫藜藜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8891 財務管理與原理 洪茂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907 組織行為 戚樹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914 管理學 張緯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68945 當代Q地理資訊系統: 從人文社會到大數據 石計生, 黃映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2349 Glossika Mass Sentences Spanish (Mexican) Business IntroMichael Campbell, José M. Galiano García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497541 Your Guide to Japanese Pronunciation & Grammar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497565 Your Guide to Russian Pronunciation & Grammar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497572 Your Guide to Italian Pronunciation & Grammar Michael Campbell編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497589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panish (European) Business IntroMichael Campbell, Roberto Machado[作] 平裝 1

9789869510455 チェコ語 旅行編 Takafumi Miyauchi, Martina Tvrzová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17 Espagnol (mexicain) Introduction aux affaires Maxime Paquin, José M. Galiano García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31 スペイン語 (メキシコ) ビジネス入門編 Takafumi Miyauchi, José M. Galiano García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79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Daily Life Michael Campbell, Ray Jin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00 西班牙語(墨西哥) 商務入門 Sheena Chen, José M. Galiano García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24 中國語(簡體) 日常生活編 Takafumi Miyauchi, Ray Jin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48 Chinesisch (Vereinfacht) Alltagskurs Henning Vogler, Ray Jin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62 Chinesisch (Vereinfacht) Reisekurs Henning Vogler, Ray Jin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497596 捷克語 旅行 Sheena Chen, Martina Tvrzová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86 中國語(簡體) 旅行編 Takafumi Miyauchi, Ray Jin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1308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Ray Jin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1315 Tschechisch Reisekurs Henning Vogler, Martina Tvrzová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0400 Glossika大量句子訓練法: 日語旅行 Sheena Chen, Takafumi Miyauchi作 平裝 1

9789869510493 Spanisch (Mexiko) Geschäftssprache EinführungsmoduleHenning Vogler, José M. Galiano García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1322 Glossika例文集積法: アラビア語 流暢 Glossika Team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11339 Glossika例文集積法: アラビア語 流暢 Glossika Team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11346 Glossika例文集積法: アラビア語 流暢 Glossika Team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11353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Korean Business IntroMichael Campbell, Jeon Dahye 平裝 1

9789869511360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Tagalog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eo San Soon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11377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Tagalog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eo San Soon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11384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Tagalog Fluency Michael Campbell, Jeo San Soon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11391 Czech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Martina Tvrzová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17 Thai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Natcha Leaungreaung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24 Japanese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Takafumi Miyauchi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31 German Travel Michael Campbell, Henning Vogler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48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Spanish (European) Business IntroMichael Campbell, Roberto Machado[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55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Korean Business IntroMichael Campbell, Jeon Dahye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62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talian business introAuthor Michael Campbell, Niccolo Perego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79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talian daily life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Niccolo Perego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86 Glossika mass sentence method Italian travel Author Michael Campbell, Niccolo Perego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17393 Tagalog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Joe San Soon 1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薩摩亞商萬語科技

豐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葉書廊



9789869532006 Tagalog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Joe San Soon 1 其他 1

9789869532013 Slovene Fluency, 2 Michael Campbell, Daša Okrožnik 1 其他 1

9789869532020 Slovene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Daša Okrožnik 1 其他 1

9789869532037 Tagalog Fluency. 3 Michael Campbell, Joe San Soon 1 其他 1

9789869532044 Slovene Fluency. 1 Michael Campbell, Daša Okrožnik 1 其他 1

9789869532051 Your guide to Chinese pronunciation & grammar Michael Campbell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595 慈悲與殘忍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9444507 迎接臺灣癌症博物館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14 輸血安全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21 輻射會致癌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38 糖尿病人少活9年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45 乳癌不怕喝豆漿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69 病人不受安慰,怎麼辦？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83 初得癌症如何走出悲傷?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90 植物性飲食防治糖尿病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06 醫生向你推銷藥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13 脂肪肝可以逆轉勝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20 你吃重鹹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37 每年四百萬人死於太胖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44 從疼痛到痛苦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51 癌症病人性格論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622 量測品保概論與實務 張浮明, 周志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0639 大專數學導論 徐遠雄, 丘世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9272 古墓之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89 可怕的現象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96 外星人與UFO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02 歷史懸疑奇案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19 人類神秘現象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26 世界經典懸疑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33 最不可思議的中國未解之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40 最不可思議的世界未解之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57 讓人受益一生的智慧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364 讓人受益一生的智慧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371 你一定想知道的宇宙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88 你一定想知道的地球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395 你一定想知道的恐龍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401 讓人感動一生的感恩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418 讓人感動一生的感恩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425 讓人奮鬥一生的勵志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432 讓人奮鬥一生的勵志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449 讓人樂觀一生的幽默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456 讓人樂觀一生的幽默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463 讓人收穫一生的成長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470 讓人收穫一生的成長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487 讓人感悟一生的哲理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494 讓人感悟一生的哲理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489500 影響人一生的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489517 影響人一生的故事全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豐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2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9789577489524 籃球入門 宋旭, 王志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31 你一定想知道的動物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48 你一定想知道的人類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55 你一定想知道的自然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62 你一定想知道的科學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79 你一定想知道的軍事奇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86 足球入門 朱保成, 白先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593 排球入門 紀進, 何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09 羽毛球入門 張勇, 劉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16 乒乓球入門 吳兆祥, 劉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23 游泳入門 張燕中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30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飛越雪山之巔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47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無人荒島探險記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54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地震逃生記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61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地獄火山,快逃!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78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死亡沙漠求生記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85 華夏黎明.群雄逐鹿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692 秦漢一統.六朝風雲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08 隋唐盛世.兩宋遼金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15 草原帝國.明清興衰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22 培養小學生真誠善良的品德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39 啟迪小學生聰明才智的智慧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46 塑造小學生樂觀自信的幽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53 開拓小學生創意思維的創新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60 啟發小學生明理懂事的真情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77 激勵小學生勤奮進取的勵志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84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征服珠穆朗瑪峰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791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勇闖原始叢林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07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神秘非洲大探險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14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荒野絕境求生秘籍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21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探秘百慕大三角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38 千奇百怪!世界上超酷的植物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45 大開眼界!世界上超酷的恐龍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52 不可思議!世界上超酷的地球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69 奇妙無窮!世界上超酷的科學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76 匪夷所思!世界上超酷的兵器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890 名家美文精粹. 春華卷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06 名家美文精粹. 夏暉卷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13 名家美文精粹. 秋實卷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20 名家美文精粹. 冬韻卷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37 原來如此!世界上超酷的宇宙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44 驚奇世界!世界上超酷的人體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51 超級震撼!世界上超酷的動物探秘故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68 少兒謎語大全謎語王: 智力快車卷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75 少兒謎語大全謎語王: 腦洞大開卷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82 少兒謎語大全謎語王: 萬萬猜不到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999 少兒謎語大全謎語王: 跳出思維的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08 上古傳說.青銅時代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15 春秋戰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22 秦朝一統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39 大漢雄風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46 三國兩晉南北朝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53 隋唐盛世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60 兩宋遼金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77 草原帝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84 大明王朝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091 大清帝國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07 學生不可不知的十萬個為什麼: 天文地理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14 學生不可不知的十萬個為什麼: 動物植物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21 學生不可不知的十萬個為什麼: 人體科技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38 學生不可不知的十萬個為什麼: 兵器交通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45 睜著眼睡覺?你牛!: 探秘水生動物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52 123,植物木頭人: 探秘植物的生活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69 你以為它們很弱小?NO!: 探秘無脊椎動物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76 不是所有鳥都會飛: 探秘鳥類動物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83 我發現了你的秘密: 探秘哺乳動物. 1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190 這些動物不一般: 探秘哺乳動物. 2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06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探尋西藏之謎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13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探訪千年冰封極地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20 一級警報: 今天是末日!: 探秘史前恐龍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37 小小少年絕境大冒險: 離奇洞穴驚魂記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51 一個更比一個怪: 探秘兩棲、爬行動物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68 這個家族好神秘: 探秘植物的家族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75 植物的咒語真可怕: 探秘奇異的植物 蔡國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236 美麗沒有盡頭: 楊平詩選 楊平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576 琅琊榜 海宴作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31470 美少年的腐歷史: 原來我們已經腐了兩千年 桐生操作; 鍾明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87 世界空軍圖鑑: 全球164國空軍戰力最\完整絕密收錄柿谷哲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494 清道夫 秦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13 驚人の血管逆齡健康法: 日本名醫親證年輕15歲池谷敏郎作;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20 十宗罪. 5, 殘肢物語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67844 蠟筆小新最終研究 世田谷小新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51 口水增量保健操 森昭著; 陳秀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68 酵素救命半斷食療法 鶴見隆史著; 謝承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75 手作人最愛的防水布、帆布機能包 蔡麗娟, 吳玫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882 十宗罪. 6, 魔屋凶宅 蜘蛛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67899 超解讀KAGEROU PROJECT: 陽炎計劃最終研究陽炎計劃研究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9456 貓咪收集超萌料理 momo著 初次 平裝 1

9789869399463 蔬果汁輕斷食: 1週2天,狂甩8公斤的超強甩肉排毒法張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421 日本名店の夢幻甜點 木村幸子, 下井美奈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476 高血壓降壓常備菜: 77種特效食材x147道美味降壓料理 吃4週血壓輕鬆降!胡大一, 李寧, 成向東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483 飯糰經營學: 年銷兩億飯糰的便利商店經營傳奇本多利範作; 陳秀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30 冰冰額頭自療法 小林敬和著 初次 平裝 1

9789869451147 王者天下最終研究: 存活於血肉淋漓、骨血沸騰時代的霸者們名留青史的天下大將軍研究會編著; 廖婉伶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54 十宗罪. 10, 殺人視頻 蜘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78 角落小夥伴的可愛料理時光 稻熊由夏, 山本ちかこ, Junko作; 黃玉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85 靜心烘焙 靜心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92 碎臉 鬼古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14 吃得飽清沙拉: 一盤一餐!光吃就能瘦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21 世界海軍圖鑑: 全球123國海軍戰力完整絕密收錄柿谷哲也著;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38 航海王最終研究. 4: 絕密伏筆 航海王伏筆考察海賊團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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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71008 我會亮乀! 林家荷, 黃虹菱文; 游雅筑, 彭鈺涵圖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471015 我會亮乀! 林家荷, 黃虹菱文; 游雅筑, 彭鈺涵圖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228 霧峰向日葵家園: 海洋生態與環境教育特展成果報告合訂本林豐隆等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繪星點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92

送存冊數共計：99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9789869376235 攝影生活美學研習教材 林豐隆, 李慈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6242 霧峰向日葵家園親子活動教材 林豐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408 戀愛的感覺 藤原克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804 御聖宮伽藍菩薩偈 沈旭凱, 許家瑞, 蘇芋菁合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40227 基礎驗光檢查程序 王益朗, 何明裕, 陳詹之編著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3940234 功能性訓練手冊 Craig Liebenson原著; 林正常等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916 媒體.藝術.新潮: 江凌青藝評集 江凌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954 華鐸: 洛可可美術開創者 潘襎著; 何政廣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985 台灣美術家一百年: 潘小俠攝影造像簿 潘小俠策劃.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1992 學校夢田: 劉木賢建築作品集 劉木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005 橋的角色: 畫廊風雲四十年 劉煥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029 百扇圖集 韓書力繪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33 張大千vs.四僧書畫. 4, 看懂石濤 何恭上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6723940 石濤合集: 石濤書畫+看懂石濤:張大千vs.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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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02827 微整形醫學美容與保養品 王正坤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300 衝突調解模式(Conflict Mediation)「核心知識」教育手冊陳祥美, 柴漢熙, 蔣大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912 時光的廻廊: 楊文博師生聯展攝影集 楊文博等作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600 排寒治百病 吳淨塵編述 初版 平裝 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641 雷龍之吼: 不丹王國的生存奮鬥史 綸波翁姆.普拉罕(Lyonpo Om Pradhan)作; 崔可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658 不丹的幸福密碼11-11-11: 不丹人心目中的仁王,國家幸福力的創造者: 四世國王吉美.辛格.旺楚克噶瑪.慈仁(Karma Tshering)主編; 曾育慧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覺有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覺性地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德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藝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群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藤原克也攝影寫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御聖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560 真時尚 斷捨離 鴫原hiroko作; 劉芳英譯 平裝 1

9789869265584 逆襲不景氣!小店賺大錢: 日本經營大師教你活用大型連鎖店的成功祕技!中澤敦作; 王淳蕙, 王曉維譯 平裝 1

9789869265591 TOP1寵物營養師的健貓飯: 42道天然鮮料理,養出愛貓健康不生病!金泰熙作; 蔡忠仁譯 平裝 1

9789869313612 定格超圖解,不甜不膩の手作日式甜點 高根幸子, 宇佐美桂子作; 劉芳英譯 平裝 1

9789869313629 365天都適用!頂尖編輯的簡約時尚穿搭術 高橋志津奈作; 陳佳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698 幸福療癒手環編織Book:放空隨手編!韓國百萬人氣部落客的36款風格手環趙英美著;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207 一條毛巾根治痠痛 中辻正作 平裝 1

9789869416214 不用藥の生髮革命 山田佳弘著 平裝 1

9789869416221 擺脫腸癌飲食全書 齊藤典男等監修; 劉芳英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803 為愛而生: 月子中心裡發生的那些事 寶兒產後護理之家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894 戰勝孩子的拖延症 王意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00 冬將軍來的夏天 甘耀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17 銀光盔甲: 跨國金融家35年的人性洞察 吳均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24 我可以心甘情願,但你不能理所當然 口罩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31 隨軍翻譯: 一本聯合國維和部隊隨軍翻譯者的文化筆記禤素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48 別讓負面情緒綁架你: 30個覺察+8項練習,迎向自在人生胡展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55 為什麼孩子不說話?: 選擇性緘默症,一種選擇不了的沉默焦慮卡爾.薩頓(Carl Sutton), 雪莉兒.弗雷斯特(Cheryl Forrester)作; 黃晶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62 巴別塔之犬 卡洛琳.帕克斯特(Carolyn Parkhurst)著; 何致和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100 芒菓樹之夢 蘇菲亞. 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004 總裁你別來 Lilly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774 春秋異聞. 卷三, 花人形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1781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9361798 春秋異聞. 卷四, 踩影子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9702 夜之賢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29719 鱗之盡 米米爾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9726 夜之賢者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29733 靈魂通判 林熹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29740 春秋異聞春秋. 卷五, 迷走屋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9757 愛的試煉地: 神使劇場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9764 門主很忙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771 春秋異聞. 卷六, 代神村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67381 同形.同訓.同音異義語の關わり: 日中臺三言語を中心とした認識と教育指導の考察吳幸芬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櫻花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飄塚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蘇菲亞繪本城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寶兒產後護理之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5683 <>黃石元木雕創作集. 2017 黃石元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885690 㚕磐陶道.煉心化瓷: 與自然對話: 㚕磐創作集. 2017㚕磐[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56 回家的路上: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 阮義忠作 精裝 1

9789570328363 北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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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5529 恐懼罐頭: 一百張臉孔 不帶劍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5536 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 喬律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35567 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 基礎篇 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72302 這是一本身分法法典 寶貝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2319 保險法規概要 守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2326 這是一本民法債編解題書 林政豪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72340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解題書 謝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2357 民法總則體系建構 顏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2388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72395 好真!模擬考: 律師司法官一試. 2017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3006 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 周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037 這是一本保險法解題書 珍秋, 筱正, 高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03044 張璐的民法選擇題. 2017 張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3051 這是一本憲法解題書 寶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068 羅文の國考公民 羅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03075 好齊X好多總複習. I. 2017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3082 好齊X好多總複習. II. 2017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3099 喬律師的民訴選擇題. 2017 喬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9106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2017 植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19113 民事訴訟法 喬律師編著 十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19120 刑法爭點地圖. 2018 周易, 法夫子編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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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30465 每日一大笑,勝過吃補藥 審桂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465 每日一大笑,勝過吃補藥 審桂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472 時尚唐人 曾玉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472 時尚唐人 曾玉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02 十二星座看你準到骨子裡 朱鴻鈞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502 十二星座看你準到骨子裡 朱鴻鈞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519 山不轉路轉: 做自己的人生軍師 李翔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19 山不轉路轉: 做自己的人生軍師 李翔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26 星座X血型X生肖讀心術大揭密 六分儀編著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4530533 日本黑幫 李孟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33 日本黑幫 李孟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40 見鬼之校園鬼話. 2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57 一分鐘推理讀心術 王亞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319 捍衛家園的小小兵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4

驛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鶴軒藝術



9789869399326 等不到的人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33 我的魔法使閨蜜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40 安琪的最後一堂課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57 最棒的禮物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64 遺忘的寶貝夢境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71 弱雞出頭天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88 祖母的紅寶石 徐瑞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399395 遇到你真好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80307 怪怪育幼院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80314 浣熊恰恰的星光路 夏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80321 溫柔的守候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80338 惡魔小王子的人間實習 小柚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4348 缺氧型高血壓精華 陳志明 初版 其他 1

9789868824355 缺氧型經痛 陳志明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1517 不如詩 楊沐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37 血族育妻條約 花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1999 王子與乞丐 馬克.吐溫著; 藍弋丰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40 點翠師: 金車奇幻小說獎傑作選 溫亞等作; 喬齊安責任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64 陌生的新郎 朱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71 殺戮的立場 太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88 盲戀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95 讓我照顧你: 一位長照服務員的30則感動記事 老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095 讓我照顧你: 一位長照服務員的30則感動記事 老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01 舉起你的手,一個女生搭便車勇闖西班牙 謝琬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18 陪時間跳舞: 和權詩集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25 禁獵童話. II: 魔豆調香師 海德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32 念人憶事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49 胖打與北七熊日記. 2: 愛的悄悄話 韋采伶, 大衛.霍金森作; 蘇瑜婷翻譯 平裝 1

9789864452156 胖打與北七熊日記. 3: 愛的大冒險 韋采伶, 大衛.霍金森作; 蘇瑜婷翻譯 平裝 1

9789864452163 天使臉上的口水: 井迎兆幻異詩文集 井迎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87 鷺江傳奇: 民初歷史小說 李安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94 結局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31 我所知道的名人往事: <>雜誌精選 沈葦窗等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916 池鎮松山: 灣裡保安宮的舊事懷想 蘇清良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390 國民中小學環境教育創新教案 黃琴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596 從早晨到夜晚 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477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灣裡保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顯微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