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001 近墨者 胡朝聖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302 日常寫刻: 李國揚書法篆刻集 李國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302 日常寫刻: 李國揚書法篆刻集 李國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228 搖晃你的紅酒杯!看圖賞味,建立大人系葡萄酒品味劉舫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235 大口吃肉: 全台75間人氣百元話題肉料理: 鍋物X燒烤X炸物X排餐特蒐黃晶巧採訪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441 小小廚神在我家!: 52道親子料理輕鬆變化!簡單X省時X好收拾的一日三餐張文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739 20分鐘讀完一本書-共鳴讀書法: 使用1張紙和1支筆,畫出曲線就能讀完整本書,考試、閱讀立刻掌握重點!渡邊康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100 365天的育兒日記 赤すぐ編集部作; 古家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124 食養: 吃出驚人子宮力!婦科毛病全改善、懷孕生產好輕鬆齊藤典加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155 養出不挑食健康寶寶的450道嬰幼兒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193 5Q認知學習書: 我的第一本數字123 bebebear繪; 林珈如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17 5Q認知學習書: 我的第一本英文ABC bebebear繪; 林珈如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00 5Q認知學習書: 我的第一本注音ㄅㄆㄇ bebebear繪; 林珈如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24 芳香精油全圖解: 最完整芳療初學圖解功效大全,由內到外完整滋養身心王慎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31 有幾隻小怪物? 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蘇家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6448 小刺蝟,我把秋天變不見了 Sanne Miltenburg圖.文; 李貞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65242 寶寶姓名學: 好名字成就孩子一生好運勢! 宋菲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350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用剪紙輕鬆打造繽紛派對夏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0692 文學起步101: 101位作家第一本書 應鳳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262 紐約客故事集. I: 一輛老式雷鳥 安.比蒂(Ann Beattie)著; 周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392 東課樓經變 費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39 漢武帝: 皇權的邏輯 霧滿攔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71446 漢武帝: 皇權的邏輯 霧滿攔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71453 即使一無所有,也要單車環遊世界: 權宜之騎 王前權, 張靜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60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60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84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楊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477 薔薇學派的誕生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77 薔薇學派的誕生 楊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491 薔薇學派的誕生 楊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507 漢武帝: 皇權的邏輯 霧滿欄江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71552 孤單又燦爛的神: Dokebi寫真散文 Haw & Dam Pictures.Story Culture作; 游芯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651 孤單又燦爛的神: 鬼怪 金銀淑劇本; 金洙蓮小說;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71637 孤單又燦爛的神: 鬼怪 金銀淑劇本; 金洙蓮小說;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71644 孤單又燦爛的神: 鬼怪 金銀淑劇本; 金洙蓮小說;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71835 愛情物理學 金寅育著; 劉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42 獅頭花 陳耀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880 昨日雨水 王定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1910 浪濤 巴代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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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INK印刻文學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8-01-03)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61001~10612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双方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彣采文化



9789863871927 你不認識雪的顏色 楊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941 繭 張悅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958 寫你 蔣亞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23 逐鹿之海: 一六六一台灣之戰 朱和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30 女兒身: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 二0一七陳芊伊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47 幽魂訥訥 顏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54 伊賽貝德32 黃寶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61 哈日解癮雜貨店 林翠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184 閒嗑牙@東南亞 梁東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808 Unquenchable love: journey of a bride Becky J. Quin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924 財報狗教你挖好股穩賺20%(修訂版) 財報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7283931 華倫老師的存股教室. 2, 股利與成長雙贏實戰 華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948 巴菲特: 從無名小子到美國大資本家之路 羅傑.羅溫斯坦(Roger Lowenstein)著; 蘇鵬元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955 人人都能學會投資基金全圖解 << Smart智富>>真.投資研究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962 這樣玩直播 素人變網紅 于雷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7283986 英國巴菲特教你投資A+股 奇斯.艾許華斯-羅德(Keith Ashworth-Lord)著; 蕭美惠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301 Ich Bin Kein Rassist Ich Bin Das Führer author Bastien de Lestrang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445 The Title Of Love Fiona K 其他 1

9789869511452 The Life's Sugar: Life In Valencia Fiona K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140 在黑暗中閱讀 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作; 謝志賢選書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157 春眠: 簡莉穎劇本集. 1 簡莉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723 行進間的喧囂 李彩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171 人類阿卡莎: 阿卡莎是人類的雲端記憶庫 莫妮卡.穆嵐霓(Monika Muranyi)著; 邱俊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08 喝下月亮的女孩 凱莉.龐希爾著; 楊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15 量子天才第二春: 精彩人生急轉彎 馬庫斯.施米可(Marcus Schmieke)著; 王方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22 禁忌的真相: 人類文明黑暗勢力操控下的真實騙局傑森.奎特(Jason Quitt), 鮑伯.米歇爾(Bob Mitchell)合著; 謝明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39 意識光譜 肯恩.威爾伯(Ken Wilber)著; 廖世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1153 覺察真我: 自由自在的活著,不再是夢想! 唐.米蓋爾.魯伊茲二世(Don Miguel Ruiz Jr.)著; 李明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77 靛藍天使. 3: 新世代小孩十年有成 李.卡羅(Lee Carroll), 珍.托勃(Jan Tober)著; 蔡心語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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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方山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The (Psycho)-Cultural Work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Warm Honour Hot Chocolate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6

New Creations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9789869531184 流浪者手冊. BookI: 來到地球的星際流浪者生活指南卡拉.魯科特(Carla Lisbeth Rueckert)著; 徐國振, 鄭維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16 金星三部曲. II, 金星天使別哭 歐米娜.歐涅克(Omnec Onec)著; 張國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8623 耶穌: 我的自傳 蒂娜.司帕爾汀(Tina Louise Spalding)著; 魏佳芳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808 笨港史蹟散步: 走讀笨港文化資產 西泊殘影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4976 社政法典 張庭主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5994983 刑法概論 柯耀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994990 現行考銓法典 郭如意主編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365 沒有不會讀書的孩子: 改變孩子學習的心靈力量朴民根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2789 貓出沒注意 蔡有利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75 打造富足的簡單生活: 402張實景圖x62位達人的61項私房收納技巧全圖解日本最強整理收納團隊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82 你的不安,是因為太習慣受傷害: 不再覺得焦慮、內疚、沒自信,愛默生送給現代人的100句話中島輝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699 繪畫的基本. 2: 一枝筆就能畫,零基礎也能輕鬆上手的6堂速寫課莉絲.娥佐格(Lise Herzon)著; 杜蘊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212 金剛經淺釋 圓暘法師作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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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04654 白陽易經讀本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661 生活易經. 卷四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715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6冊 1

9789865904722 白陽易經注音經本(羅馬拼音) 林榮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04739 述說道德經. 卷二 林榮澤講述; 陳敏慧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788 羅青書畫集七十回顧展: 回到未來. 第二十集 羅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012 圖解個體經濟學 菅原晃著; 傅莞云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029 圖解法學緒論: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344036 圖解民法總則: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043 圖解地緣政治 高橋洋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050 圖解理財幼幼班. 2, 數據迷思與投資情緒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067 圖解總體經濟學 菅原晃著; 傅莞云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074 圖解武術的科學 吉福康郎著; 孫曉君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44081 圖解國文: 國家考試的第一本書 林桂年, 錢世傑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344098 圖解理財幼幼班. 4 錢世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九十九度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一真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一府二笨史蹟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1126 雪梨.烏魯魯(艾爾斯岩) JTB Publishing, Inc.作; 曾柏穎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188 洛杉磯.舊金山 JTB Publishing, Inc.作; 許懷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25 親子遊關西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甘為治, 許芳瑋, 許懷文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252 我 高雅菁, 蔡叔玲文字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1269 交通工具 蔡叔玲文字編輯; 人上人文化事業企劃部美編插畫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711276 一起去旅行 蔡叔玲編輯; 人上人文化事業企劃部美編插畫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301 延香.傳承.桃山廟 蔡健新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9036 免經驗.零失敗の超人氣麵包&甜點145道: 超簡單的麵包機食譜全圖解主婦之友社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9036 免經驗.零失敗の超人氣麵包&甜點145道: 超簡單的麵包機食譜全圖解主婦之友社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76 超手感麵包圖解 茹絲克萊曼(Ruth Clemens)著; 王爰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476 超手感麵包圖解 茹絲克萊曼(Ruth Clemens)著; 王爰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0773 Classic Braid Hair時尚經典編髮 戴美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282 Scratch!貓爪程式入門 杉浦學著; 羅怡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329 和雅菲一起做卡片 雅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343 水筆彩繪練習帖 伊藤昌著; 林曉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367 作麵包,成功的滋味! 朵琳出版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398 微烘焙甜點 Sachi著; 吳芷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459 60秒見效!肩頸不痛了 山田朱織著; 陳櫻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466 摺出小雜貨 折居和美監修; 鄭羽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473 吃肉減肥法 長谷川香枝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497 超回復肌力減肥法 坂詰真二著; 陳櫻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558 笑容力: 93道笑容練習,鬆綁難解的糾結情緒,活出自在的輕盈人生植西聰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596 筋活力 佐佐木信之著;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626 臨場力: 再緊張也能以最佳狀態上場,69個訓練技巧,重要場合不失常,考試、面試、簡報、比賽...ALL PASS中谷彰宏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64 黃色壁紙: 英美短篇小說精選 夏綠蒂.吉爾曼等著; 王若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456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四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 平裝 8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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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23496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1814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1821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185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190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7冊 1

978986483187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4

二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二水-樹枝創作工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上人文化



9789864831883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1890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1944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297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298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299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196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1982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1999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200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2934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2941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2958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2965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2040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2071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3009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301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302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209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210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308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3092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211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83307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832125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2156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32750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32903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32910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32927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3303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3304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3305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3306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32224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2231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2255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2262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2279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2286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2316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2323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3559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3566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3573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2361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3580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3597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3603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239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3528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3535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354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2408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2415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2422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2446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3467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3474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3481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3436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3443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3450 萬古殺帝 雪參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2514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2514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319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3207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3214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322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335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3368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3375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3382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2569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3641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3658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3238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3245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3252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3269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2620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263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265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361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362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3313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3320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3337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3344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272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327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328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329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330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2743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3634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339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340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341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342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283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349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286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316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317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318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2880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32897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33108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3115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312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3139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3146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315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366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8冊 1

978986483367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9冊 1

978986483368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0冊 1

9789864833696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370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3719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3726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4747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4754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4761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4778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3733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3740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3757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376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377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3788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3795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3801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3818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3825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3832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3849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3856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5294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5300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3863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3870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3887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3894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5317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5324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5331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5348 至尊仙朝 暗黑茄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3900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3917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3924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3931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4648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4655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4662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4679 蠱真人 蠱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3948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3955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537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396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536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4723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4730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3979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4693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4709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4716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3986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3993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4006 我要做首輔 青史盡成灰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4013 魂煉天下 六氣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4020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5034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5041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5058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403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404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405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406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407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408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4099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4105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411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412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413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414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415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416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418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4198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420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421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417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422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3423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3424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3425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3426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3427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4280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4297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430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4310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432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433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434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4358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4365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437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438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439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440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4419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442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4433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4440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4457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4464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3447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34488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34495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34501 大少爺. II 老四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3451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452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4532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4549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5393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455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456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457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4587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4594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4600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4617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4624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4631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478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479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4808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481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4822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4839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4846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4853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4860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487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488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489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4907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4914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4921 吞天武神 無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494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495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496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4976 化龍帝仙 高樓大廈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834990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5003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5010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5027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5065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5072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5089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5096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5102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5119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5126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5133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5140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1冊 1

978986483515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2冊 1

9789864835164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5171 諸天至尊 犀利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5188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5195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5201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521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83522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523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5249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5256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5263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5270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5287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538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3冊 1



9789864835409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5416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5423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5430 無界仙皇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5447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5454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5461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5478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6383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548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549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5508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551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664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552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5539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5546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555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6956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5560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5577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558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559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690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691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560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4冊 1

978986483561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5冊 1

978986483562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6冊 1

978986483563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7冊 1

978986483685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8冊 1

978986483686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9冊 1

9789864835645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5652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5669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5676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6697 絕世藥王 冰封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5683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5690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5706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6406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6413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571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3572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3573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3574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3659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3575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576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577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578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670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579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3580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3581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3582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3656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35836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5843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5850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5867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6444 蠻荒仙界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587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588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5898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590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6802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591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592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7120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5935 風流術士 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594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5959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5966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5973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5980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5997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6000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6017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7007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7014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6024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6031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6048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6055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6062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6758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607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6086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609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6109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611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708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6123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6130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6147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36451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36154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6161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6178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36185 不死邪王 言敗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619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620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637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715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6215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6222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6239 毒醫大帝 祝融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6277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6284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6291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6307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6314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6390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6338 兵王在都市 江城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6352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6369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6475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6482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6529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7243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7274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00 華嚴宗諸祖 釋大願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268 解脫道的佛法: 二0一五年十月十七日於美國加州北嶺佈教所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275 法王法: 二00二年五月十九日於美國加州北嶺佈教所陳明安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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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13925 梅莉史．翠普: 永遠的最佳女主角 麥可.舒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693 怪異故事集 李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101 殺鴨記 崔曼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700 種搖錢樹,證券與法拍屋投資聖經 游良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877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林房雄著; 許哲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884 她們的征途: 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趙思樂著 平裝 1

9789869516891 自衛隊機的秘密 關賢太郎著; 張永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800 生命的法則: 在賽倫蓋蒂草原,看見大自然如何運作西恩.卡羅爾(Sean B. Carroll)著; 鄧子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817 金氏家族的女人: 北韓王室你不知道的秘密 李永鍾著; 邱麟翔, 張詩苡譯 平裝 1

9789869541824 中國窪地: 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 劉仲敬著 平裝 1

9789869541831 生死,人生歷程的始末 培根, 奧修, 愛倫坡等著; 王凌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848 絕望者之歌: 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傑德.凡斯(J. D. Vance)作; 葉佳怡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1862 城市的憂鬱 胡晴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1879 中國: 潰而不崩 何清漣, 程曉農著 平裝 1

9789869541886 殺戮世代: 伊戰、美軍與現代戰爭的真實面貌 艾文.萊特(Evan Wright)著; 趙武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893 詩性的宇宙: 一位物理學家尋找生命起源、宇宙與意義旅程蕭恩.卡羅爾(Sean Carroll)作;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101 機械時代 胡晴舫著 平裝 1

9789869556125 烈焰焚春: 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落人間煉獄?羅伯.沃斯(Robert Worth)作; 王怡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6132 力抗命運叩門聲的英雄: 貝多芬 書信選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著; 謝孟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九智新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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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送存冊數共計：413

人乘佛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9789864501328 小山河 葛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35 一百擊 吳鈞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42 一千七百種靠近: 免付費文學罐頭輯. 輯Ⅰ 蕭詒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59 英美現代詩選 余光中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66 試按上帝的電鈴: 人才紅利時代之一 羅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73 大橋驟雨 林一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80 巴洛.瓦旦 薩芙著; 許育榮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397 飛鞋 李明珊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03 躍場: 台灣當代散文詩詩人選 李長青, 若爾.諾爾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10 小說課 畢飛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27 青雲口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34 大地的掌紋 陳月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41 獸身譚 莫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58 撒野的憤怒馬桶 劉美瑤著; 李月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65 舞街少年 李光福著; 吳嘉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72 華麗島軼聞: 鍵 何敬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489 紅龜粿與風獅爺: 鄭宗弦精選集 鄭宗弦著; 劉淑儀圖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501496 變!變!變!動物國 傅林統著; 劉彤渲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915 建築國家考試. 101-105: 建築結構題型整理 九華建築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8922 建築國家考試. 101-105: 建築構造與施工題型整理九樺建築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39187 奇妙動物百科 孫亞飛出版策劃 修訂再版平裝 1

9789864139330 最新版超級跑車圖鑑. 2017年 Shinemedia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33720 水果健康祕密 歐陽鍾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737 降三高蔬果食療秘方 鄭金寶審訂作者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355 我的花園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62 我愛聖誕節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79 我愛吃水果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386 我愛動物園 娜塔莉.舒(Nathalie Choux)圖; 賴美伶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244 i Love玩藝術. 1 張惠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64251 i Love玩藝術. 3 張惠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64268 i Love玩藝術. 5 張惠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64305 i Love玩藝術. 2 張惠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64312 iLove玩藝術. 4 張惠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64329 iLove玩藝術. 6 張惠悅編著 平裝 1

9789865664343 如果你有一個問題? 柯比.亞瑪達; 掃把圖; 柯倩華翻譯 精裝 1

9789865664350 小雪球的夢想 李宰京圖.文; 劉清彥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三之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九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418738 不動產估價理論與實務歷屆考題 游適銘, 楊曉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418745 考上估價師秘訣.法規.考古題 曾文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276 六止齋游戲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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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40396 青春讀寫 吳秀鳳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402 客家植物系列故事: 黃槿與朱槿 邱春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824 阿魚隨想集 顏國民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1507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高速鐵路時代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14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尋找下一個地球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21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機器人新世界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38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極端氣候來臨了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45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奈米是什麼米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52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器官晶片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69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橋梁.隧道先進工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76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如夢似幻的虛擬實境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83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當萬物都連網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81590 小牛頓新興科技館: 食物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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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9468 李桑的管理筆記: 從補校生到日商總經理,21堂健康工作術李隆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4778 跟李準基一起學習,你好韓國語. 2 劉素瑛編; 左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4785 希望之國 村上龍著; 張致斌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4792 跟李準基一起學習"你好!韓國語". 3 劉素瑛編著; 左昭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4808 原來了解葡萄酒這麼簡單: 圖解葡萄酒知識入門,寫給只憑感覺挑酒的你小久保尊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815 全世界第一有效的伸展瘦身法 中野.詹姆士.修一作;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822 如果要吃,該選哪一個?: 聰明選擇離開食安問題渡邊雄一著;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839 狗和牛都會的英文 宋敘英作; 劉怡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4846 女生要好好的: 用一張圖,學會美麗健康秘訣 小池弘人, 米谷友佑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853 我想把歌唱好: 網紅歌手養成術 蔡宛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牛頓科學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技大學環安系

送存冊數共計：8

大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屯



9789861794860 因為,我會等你 Kaisei原著; 楊明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794877 55個刺激提問: 把好事做對,思辯後的生命價值問答,國際NGO的現場實戰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884 我想把歌唱好: 一本沒有五線譜的歌唱書 曹之懿, 蔡宛凌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4891 一個人到處瘋慶典: 高木直子日本祭典萬萬歲 高木直子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907 去倫敦上插畫課 Munge, Sunni著; 曾晏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4914 別人 任明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64236 合格班日檢閱讀N5: 逐步解說&攻略問題集 西村惠子,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373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2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397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1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410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5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 小池直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434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單字N4 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441 精修版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新制對應N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458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N4,N5閱讀大全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465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閱讀大全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472 精修版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新制對應N5 吉松由美, 千田晴夫,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489 精修版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新制對應N4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496 合格全攻略!新日檢6回全真模擬試題N1: 讀解.聽力.言語知識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02 精修版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新制對應N3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19 你也繪50音 蔣孝佩著 增修初版其他 1

9789862464526 精修版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新制對應N1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33 輕圖解!5天速學韓語文法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40 輕圖表!5天速學韓語入門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57 輕圖解!5天速學韓語發音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64 新日檢絕對合格N5單字比較辭典 吉松由美, 小池直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595 輕圖表!5天速學旅遊韓語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01 精修新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N1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再版 其他 1

9789862464618 精修新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文法N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2464625 日語入門輕讀本 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32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N5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49 精修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必背文法大全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56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N4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63 精修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必背單字大全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70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 N2必背單字大全(精修版)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87 精修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N4、N5必背單字大全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694 合格班日檢閱讀N4: 逐步解說&攻略問題集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700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N3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717 合格班日檢閱讀N3: 逐步解說&攻略問題集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724 合格班日檢單字N5: 重音辭典&文字.語彙問題集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731 新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單字大全(重音版)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748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N2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755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5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762 精修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4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779 合格班日檢單字N4: 重音辭典&文字.語彙問題集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786 合格班日檢文法N5: 攻略問題集&逐步解說 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793 精修版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新制對應N3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809 輕圖解!韓語40音練習帖 金龍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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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17914 Grammar map 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策畫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7921 Grammar map 大必佳英語教學團隊策畫編著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山田社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0

大必佳英語教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019 朱沅芷 朱禮銀: 無界之境 朱沅芷, 朱禮銀[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59776 國文自學手冊 洪邦棣編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461021 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黃源盛主編 六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461168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數學(甲版)(B版). 上冊 林國華, 黃吉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489 東協共同體的建構與成立: 「4C安全文化」之理論與實踐林若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731 國文選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1762 好學英英/英漢雙解辭典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匯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1779 心理學導論 溫世頌著 增訂四版平裝 1

9789571461779 心理學導論 溫世頌著 增訂四版平裝 1

9789571461779 心理學導論 溫世頌著 增訂四版平裝 -1

9789571461960 普通高級中學新英文. 六, 自學手冊 王靖賢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394 新譯資治通鑑 張大可, 韓兆琦注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462721 初中資優生的解析幾何學 楊維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820 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 郭瑞華等編著; 趙春山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2875 三民皇冠英漢辭典 謝國平主編; 張寶燕編譯 革新五版精裝 1

9789571462929 新譯宋詞三百首 劉慶雲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2981 新譯聰訓齋語 馮保善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025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趼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117 我的智慧,我的財產?: 你不可不知道的智慧財產權沈明欣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179 刑法總論 余振華著 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571463186 證券交易法導論 廖大穎著 修訂七版平裝 1

9789571463193 刑事訴訟法論 朱石炎著 修訂七版平裝 1

9789571463216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著 修訂十版平裝 1

9789571463223 溝通中: 持續一生的溝通練習 胡興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230 民事訴訟法論 陳計男著 修訂六版平裝 下冊 1

9789571463247 青出於藍: 一窺雍正帝王術 陳捷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254 河道式作文寫作指南 翻滾海貍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261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騰鷂著 修訂八版平裝 1

9789571463285 班雅明先生的神秘行李箱 張蓓瑜文字.繪圖.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292 臺灣歷史與社會 莫嘉廉, 劉傳暘, 洪文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308 稅務會計 卓敏枝, 盧聯生, 劉夢倫著 修訂二十九版平裝 1

9789571463315 民法親屬新論 黃宗樂, 郭振恭著, 陳棋炎 修訂十三版平裝 1

9789571463322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吳庚著 增訂十五版平裝 1

9789571463339 法學概論 陳惠馨著 修訂十五版平裝 1

9789571463346 國際貿易實務詳論 張錦源著 修訂二十一版精裝 1

9789571463438 中高齡不可忽視的身體警訊 李龍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062 終極狗百科: 最完整的犬種圖鑑與養育指南 DK出版社編輯群作; 方淑惠, 孫曉卿, 蘇子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8079 野性時刻: 國家地理自然攝影新經典 安娜.列文引文; 向淑容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8086 真的好奇怪. 第七集, 300個嚇你一跳的事實真相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郭恩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093 超能力鯊魚百科: 驚人的海洋動物大圖解 德瑞克.哈維作; 黃郁婷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06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0大浪漫旅遊體驗 艾比.科左契克作; 賈可迪, 邱思潔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13 那時候恐龍吃什麼?: 中生代動物日常飲食指南漢娜.波納撰文.繪圖; 洪翠微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20 我的小小農場 露易絲.巴肯斯編; 約翰.羅德.穆勒繪; 蔡中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37 國家地理探險王野外觀察指南: 辨識礦物 南西.霍諾維奇著; 陳厚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844 拉麵聖經 奈兒.班頓作; 胡淑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大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9789869459624 宇宙大思辨: 探討關於人類、科學、創造力、文明的未來和宇宙的一切尼爾.迪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查爾斯.劉, 傑佛瑞.李.賽門斯作; 周如始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631 愛麗絲夢遊仙境摺紙故事書 費德莉卡.侯瑪紐立(Federica Romagnoli)編; 林琬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9655 國家地理阿拉伯神話故事: 扣人心弦的<>魔幻歷險唐娜.喬.納波里作; 張琰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9648 驚豔視界: 國家地理自然奇景攝影精選 蘇珊.泰勒.希區考克(Susan Tyler Hitchcock)作 ; 魏靖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9662 拉封丹寓言: 摺紙故事書 莎拉.賈納席(Sara Gianassi), 巴斯夸雷.刀里亞(Pasquale D'Auria)編; 吳若楠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9679 國家地理探險王野外觀察指南: 觀測星空 霍華.史奈德著; 李昫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686 國家地理精工系列: 經典摩托車 路易吉.柯洛貝塔作; 金智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9693 巴夫洛夫的狗: 50個改變歷史的心理學實驗 亞當.哈特-戴維斯(Adam Hart-Davis)著; 賈可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14 真的好奇怪. 第八集, 300個嚇你一跳的事實真相國家地理學會編著; 黃正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21 火星時代: 人類拓殖太空的挑戰與前景 李奧納德.大衛(Leonard David)著; 姚若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3438 終極海洋百科 克莉絲汀娜.威爾斯頓作; 林怡德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3445 薛丁格的貓: 50個改變歷史的物理學實驗 亞當.哈特-戴維斯(Adam Hart-Davis)著; 張如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6547 混沌.自旋.拓樸.新存在: 王以亮繪畫創作專集 王以亮創作.著作 平裝 1

9789869156554 混沌.自旋.拓樸.新存在: 王以亮創作論述 王以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177 Impress 5.x超簡單LibreOffice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1192 圓仔不要跑 闕佳茹文; 廖宥甯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0531 協和社區管家婆 洪振發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48 協和社區管家婆 洪振發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55 故事 如風迴盪 洪振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21932 宋朝原來是這樣 醉罷君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949 五朝宰相: 五代十國裡的馮道 姜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956 毛姆小說選集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著; 沉櫻譯 八版 平裝 1

9789864021963 毛姆傳: 毛姆的秘密生活 賽琳娜.黑斯廷斯著; 趙文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970 郭台銘的情人-夏普: 被台灣買走的日本百年企業姚巧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987 100年前的中日韓. 1, 文明.風物篇: 東亞近代文明新發現金文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1994 100年前的中日韓. 2, 人物.思想篇: 東亞近代文明新發現金文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07 100年前的中日韓. 3, 政治.軍事篇: 東亞近代文明新發現金文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14 城市的氣味 蘇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21 秘密花園 蘇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38 被低估的聖王: 楊堅 雲淡心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45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童話故事書 阿卡狄亞編著 一版一刷平裝 1

9789864022052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寓言故事書 龍春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69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民間故事書 龍春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76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歷史故事書 王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83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科學故事書 王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090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智慧故事書 王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06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成語故事書 龍春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石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同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上古國際藝術



9789864022113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神話故事書 龍春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20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名人故事書 王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37 我的第一本動手動腦動物故事書 阿卡狄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44 信仰的力量 陳勁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51 勝利的保障 吳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68 創新的膽略 朱貴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75 血染的豐碑 陳金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82 成功的基石 陳虎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199 幼學瓊林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05 三字經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12 古文觀止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29 弟子規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36 百家姓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43 三十六計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50 朱子家訓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67 增廣賢文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74 論語 阿卡狄亞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81 千字文 阿卡狄亞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298 歷史在這裡定格: 老報刊的前塵往事 王雷, 王冠群, 徐慧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04 時光在這裡穿梭: 老電影的精彩畫卷 王雷, 王冠群, 徐慧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11 刻紙剪畫: 中華剪紙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28 帝都夢華: 中華古都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35 飲膳肴饌: 中華飲食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42 寺廟庵觀: 中華寺廟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59 泉幣春秋: 中華錢幣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66 衣冠霞帔: 中華服飾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73 激情在這裡燃燒: 老話劇的舞臺輝煌 王雷, 王冠群, 徐慧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80 生命在這裡怒放: 老藝人的人生傳奇 王雷, 王冠群, 徐慧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397 日月寢興: 中華起居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03 江山攬勝: 中華名勝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10 皇家帝室: 中華皇室文化擷萃 楊玉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34 桐城派名家文集. 10, 薛福成集 薛福成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2427 桐城派名家文集. 10, 薛福成集 薛福成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2441 桐城派名家文集. 1, 姚範集 姚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58 桐城派名家文集. 2, 姚椿集 姚椿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65 桐城派名家文集. 3, 陳用光集 陳用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72 桐城派名家文集. 4, 劉開集 劉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89 桐城派名家文集. 5, 管同集 管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496 桐城派名家文集. 6, 姚瑩集 姚瑩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2502 桐城派名家文集. 6, 姚瑩集 姚瑩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2519 桐城派名家文集. 7, 龍啟瑞集 龍啟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526 桐城派名家文集. 8, 戴鈞衡集 戴鈞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533 桐城派名家文集. 9, 方宗誠集 方宗誠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022540 桐城派名家文集. 9, 方宗誠集 方宗誠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022557 桐城派名家文集. 11, 姚永樸集 姚永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564 桐城派名家文集. 12, 方東樹集 方東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571 桐城派名家文集. 13, 吳敏樹集 吳敏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588 桐城派名家文集. 15, 馬其昶集 馬其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595 桐城派名家文集. 16, 姚永概集 姚永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01 桐城派名家文集. 17, 吳德旋集 吳德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18 桐城派名家文集. 18, 戴名世選集 戴名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25 桐城派名家文集. 19, 劉大櫆選集 劉大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32 桐城派名家文集. 20, 曾國藩選集 曾國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49 桐城派名家文集. 21, 吳汝綸選集 吳汝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56 桐城派名家文集. 22, 方苞選集 方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63 桐城派名家文集. 23, 姚鼐選集 姚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70 桐城派名家文集. 24, 張裕釗選集 張裕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87 桐城派名家文集. 25, 賀濤選集 賀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694 桐城派名家文集. 26, 梅曾亮選集 梅曾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00 桐城派名家文集. 27, 黎庶昌選集 黎庶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17 桐城派名家文集. 28, 范當世選集 范當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24 桐城派名家文集. 14, 王拯集 王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31 歷史原來是這樣 劉學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48 釋夢 朱建軍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55 蔡文姬 張雲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62 我一生的貴人 黃輔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22779 為什麼是日本 司馬東西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400 打開書頁三百年: 台灣關係古籍收藏拍賣展 廖薇真主編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402 今世的未來陶: 林瑞華創金氏世界紀錄柴燒窯的最高溫度林瑞華作 平裝 1

9789869503419 純粹的美好相遇: 陶與畫創作聯展 大地原創有限公司編輯 平裝 2

9789869503419 純粹的美好相遇: 陶與畫創作聯展 大地原創有限公司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107 因明學理法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900 爸爸放暑假 李光福文; 陳完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979 修煉(全套四本、含前傳) 陳郁如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41986 我的姐姐鬼新娘 鄭宗弦文; 大尉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986 我的姐姐鬼新娘 鄭宗弦文; 大尉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1993 向錢看齊 陳碏作; 徐建國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08 跑道 陳肇宜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3515 李潼短篇小說: 野溪之歌 李潼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8718 再也不當吼爸吼媽:決定孩子一生的情緒教養課吳恩英著; 林侑毅譯 平裝 1

9789863428732 地底世界歷險記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8763 漫畫大英百科. 地理. 2: 西亞與大洋洲 Bombom Dtory文; 崔炳益圖; 熊懿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770 漫畫大英百科. 地理. 3: 美洲 Bombom Dtory文; 崔炳益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817 跟著感覺走就對了:塔莎奶奶的美好生活1 塔莎.杜朵作; 魏采如, 連雪雅翻譯 精裝 1

9789863428824 創造你的生活樂趣: 塔莎奶奶的美好生活 2 塔莎.杜朵作; 魏采如, 連雪雅翻譯 精裝 1

9789863428848 漫畫大英百科. 人體醫學. 6: 人類心理 Bombom Story文; 崔炳益圖; 樊姍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855 漫畫大英百科. 地理. 1: 亞洲 Bombom Story文; 李俊熙圖; 劉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862 漫畫大英百科. 地理. 5: 非洲 Bombom Story文; 金炫民圖; 樊姍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879 冏星人的人生百想妙答 冏星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893 我的威士忌生活提案: 認識產地,探索香氣,來杯經典調酒,學習品味成熟洗鍊的大人滋味米凱勒.奇多(Mickaël Guidot)著; 謝佩琪譯 平裝 1

9789863428909 漫畫大英百科. 地理. 4: 歐洲 Bombom story文; 李俊熙圖; 徐月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916 鬼速PDCA工作術: 40張圖表做好時間管理、減少錯誤、創造獲利,3天快10倍!富田和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923 林姓主婦的家務事. 2: 盤腿坐浮雲的快活主婦之道林姓主婦著 平裝 1

9789863428930 美國記憶力冠軍教你5分鐘就學會的超強記憶法:學了就忘不掉,馬上效率倍增,無往不利查斯特.桑托斯(Chester Santos)著; 宏士美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兵

送存種數共計：82

送存冊數共計：85

大行拍賣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原創



9789863428947 離職後的自由: 無負累,更自在的人生下半場,就從燙了爆炸頭開始!稲垣會美子著;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8961 雙贏談判: 哈佛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權威,教你向歷史學談判,化不可能為可能!狄帕克.馬侯特拉(Deepak Malhotra)著; 閻蕙群譯 平裝 1

9789863428978 明日數學王 Gomdori Co.文; Park Kang-Ho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428985 情感的溫度: 情緒會傳染,孤單是,幸福也是 覺察內在情感與修復人際關係的40個練習金昞秀作; 鄭筱穎譯 平裝 1

9789863428992 科學實驗王: 消化作用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3429012 韓國留學生活一本搞定 申朱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029 黑色小洋裝的九段真愛旅程 珍.羅森(Jane Rosen)著; 竇永華譯 平裝 1

9789863429036 TARTINE BREAD: 舊金山無招牌名店的祕密 查德.羅勃森(Chad Robertson)作; 方淑惠, 余佳玲譯 精裝 1

9789863429043 少說廢話: 36秒就讓人買單的精準文案 喬許.柏納夫(Josh Bernoff)著; 林麗雪,葉織茵譯 平裝 1

9789863429050 好神醫生在我家: Google大神也無解的育兒大小事120+東森超視作 平裝 1

9789863429067 願你迷路到我身旁 蕊希著 平裝 1

9789863429074 譚敦慈、陳之穎帶你安心過生活: 食.衣.住「實境圖解」一秒看懂,方便實作,從日常守護家人健康!譚敦慈, 陳之穎著 平裝 1

9789863429081 可可夜總會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謝靜雯譯 精裝 1

9789863429098 科學發明王. 16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104 穿越時空, 與孔子對話: 關於理想與生命, 讓孔子來回答孫中興著 平裝 1

9789863429111 洛杉磯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128 懶惰主婦持家術: 拯救主婦心靈，看見整潔新希望的29個家務事真理唐娜.懷特(Dana K. White)著; 吳品儒譯 平裝 1

9789863429135 我決定簡單的生活主婦版 茶熊作 平裝 1

9789863429159 別再叫我加油了,好嗎: 我用心理學救回了我自己徐樂作 平裝 1

9789863429197 韓國破億神級美妝Youtuber唇彩,決定今日風格 SSINNIM, LAMUQE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568 沒有辜負自己的一生,沒有白活一世: 人生中最該知道的49件事徐玄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75 識破不點破: 透視謊言的假面 周儀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82 一口刀子嘴,就算豆腐心也沒人愛: 用舌頭代替拳頭的話語掌控術陳瑋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599 說話不能太白癡: 語言大師速成班招生中! 李子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605 都是別人的錯?56個做人最容易犯的錯誤 吳承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612 說話不能太白癡2: 社交達人速成班開課囉! 李子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629 十二星座、血型、生肖神祕密碼 水炎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509 每日義詞: 隨手讀A1 方錫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516 Schwierigkeiten der taiwanischen Deutschlerner beim Hörverstechen陳瑛慧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0523 近代歐美經典教育人物 Hildegard Stumpf原著;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530 en Directo: nivel elemental libro del alumno Aquilino Sánchez Pérez[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8286 線性代數中的矩陣 孫一凡, 慎思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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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4127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雞 巫桓, 巫信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407 天賜貴人: 林枝鄉傳奇人生的感恩 林枝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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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易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香山慈音嚴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上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大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909 消逝的古國: 考古學家如何發掘歷史上的存在、但地理上消失的36個國家胡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265 你要的幸福,藏在你不要的改變裡: 我該如何找出來、過得更好?愛麗安.德.波瓦詹(Ariane de Bonvoisin)著; 林錦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3296 養股,我提早20年財富自由: 買了不用管、定期會給孝親費、偷偷漲10倍,閉著眼睛抱10年的股票這樣挑黃嘉斌著 平裝 1

9789869443296 養股,我提早20年財富自由: 買了不用管、定期會給孝親費、偷偷漲10倍,閉著眼睛抱10年的股票這樣挑黃嘉斌著 平裝 1

9789869481106 歷史是誰改寫的?地理知道 武光誠著; 郭凡嘉譯 平裝 1

9789869481199 國家寶藏大解密: 豪奢的帝王、亂世的梟雄與貪婪的海盜,透過一件件寶物問世與遁世的故事,揭露人們遺忘的歷史真相。胡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12 市售清潔劑為何總是洗不乾淨?: 世間沒有純天然與無添加,無害化學才是明智選擇。用這些純原料更去汙、潔膚、除臭,在家就能做。鄭采琳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50 全世界最熱門的九十九個願望: 你的願望是什麼?實現後你會比現在快樂多少?不管你的願望有多特別,本書都有實現的方法。比爾.葛瑞芬(Bill Griffin)著; 李宛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67 一只平底鍋的零失敗魚料理: 80道簡單的中、日、韓、泰、法、義式食譜,寫給喜歡吃魚卻不擅長料理的你是友麻希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74 讀臉,你希望別人怎麼記住你:記臉、認臉,運用視線,處理自己的、別人的表情,這是成功人士的必備技能。山口真美作;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698 重要的事別交給表現亮眼的人: 執行力強、協調力佳、常被稱為專家,這些人能讓組織一切正常運作,但公司卻越來越弱。為什麼?主管到底該重用哪種人?柴田昌治著; 白璧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306 餐桌上的中國史:歷史有溫度,每天冷熱生猛的現身在我們吃的料理張競著; 方明生、方祖鴻譯 平裝 1

9789869531313 一張表格,業績翻倍:成為頂尖業務的方法,就在你每天做的七件事情裡山內修著; 劉錦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1320 不必等到存夠錢的食利族理財術: 我用薪水也能讓錢滾錢,只買3種投資商品、加上1張表格,「真悠哉」資產配置,工作10年就財務自由莫頓.史傳奇(Morten Strange)著; 楊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337 儀式的力量:成功人士的日常—個個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動作泰瑞莎.張(Theresa Cheung)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344 絕對有用的韓非子領導學:為甚麼孔明最推崇、當成王者的教材?讓你對「人性」不再絕望,而是為你所用。守屋洋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368 當全球停止轉動: 年度最佳基金經理人告訴你,別再買權值股,遠離指數型基金ETF。葛維斯.威廉斯(Gervais Williams)著; 劉復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375 零基礎學中醫: 第一本把氣血、五行、陰陽視覺化的手冊,自己找病因、醫病順暢溝通、正確養生。馬可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079 誰家的水管破了? 王淑慧文; 陳虹伃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515 好餓好餓好餓 劉思源文; 南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539 豬古力的跨年願望 王文華文; 陳完玲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504 春雨: 布袋戲音樂劇合輯 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圖.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55211 中等學校體育教師職業倦怠之研究 李光武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830 AED達人教你快速救命: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教戰手冊楊嘉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78 刀俠劉仁 獠次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885 護理師啟萌計畫: 於是空白與這條充滿冒險的護理之路王庭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361 植物博物館 凱西.威利斯(Kathy Willis)撰文; 凱蒂.史考特(Katie Scott)繪圖; 周沛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4215 讀取時代欲望的企劃力: 韓國娛樂產業的企劃術&說服技巧李昇翰作;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222 爸爸的室友 麥可.威爾霍特(Michael Willhoite)作.繪; 李宓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4239 新手媽媽的育兒療癒科學: 面對產後憂鬱、不安與孤獨、嬰兒夜哭、反抗期、夫妻失和等問題,用科學事實來建立妳的輕鬆教養術!NHK特別採訪小組著; 張佩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246 故道: 以足為度的旅程 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著; Nakao Eki Pacidal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思堂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也是文創



9789863461524 中醫復興論 李致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555 只管打坐: 佛教論與坐法 劉欣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61791 太極拳動力的科學 戴君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07 黃元御四聖心源點睛 (清)黃元御原著; 呂宇劍點睛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14 王岳宗太極拳論 李亦畬著; 二水居士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21 郭慎宗師論國術. 1, 國術初論 郭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38 太極功源流支派論 宋書銘著; 二水居士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45 健身養生八段錦 霍瑞明, 張衍澤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852 佛陀與孔子 劉欣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69 忍術及氣合術 忍術研究會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76 侯氏太極拳內功修煉 張昱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883 太極法說: 俗稱「三十二目」 二水居士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890 河南心意六合拳 李洳波, 李建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906 柔術生死功秘傳 殷師竹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913 合氣太極養生功 陳景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668 如是我聞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4675 萬善同歸集 (宋)永明智覺禪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443 行四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450 佛門常用經咒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474 念佛法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488 修行解脫之道: 念佛開示. 1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495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0 平裝 2

9789869491495 修行解脫之道: 拜願開示. 10 平裝 -1

9789869505819 禪源諸詮集 (唐)圭峰山沙門宗密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5833 淨宗法要 明 南嶽沙門 憨山 釋德清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40 禪源諸詮集 (唐)圭峰山沙門宗密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57 普門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64 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71 行四好 悟顯法師講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88 念佛法要 毛惕園選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5895 圓覺經 (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9704 無量義經 (蕭齊)天竺三藏曇摩伽陀耶舍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9711 楞嚴經 唐天竺沙門般剌密帝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135 That's all we can Dream. 林劭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238 Penny老師教你創意玩科學：黑膠唱片機、針孔相機、擴音喇叭……全部自己做,25個必學原理×75個超酷實驗,在家上最有趣的理化課!Penny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276 生物課好好玩. 2: 野外探險生物課!28堂尋寶課×7大學習主題×8個國內外自然景點李曼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78828 員林基督教醫院新建大樓工程紀錄 大將作建築研究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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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將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大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大乘定香精舍



9789869488228 腎氣一調百病消: 名老中醫的藥膳食療方 謝英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235 養生腎為本 肖相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8242 黃帝內經: 對症養五臟 石晶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8259 醫廚: 在廚房裡遇到李時珍 楊力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8266 地球還剩幾年?: 極端氣候下的關鍵時刻 蘇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8273 健康決定一切: 重建你工作與生活的黃金比例 王春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297 經絡穴位按摩大全 查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00 週一清晨的領導課 大衛.科特萊爾(David Cottrell)著; 高秀娟譯 修訂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8800 態度對了,人生道路才會正確: 50位成功大師送給年輕人的沉思錄秦明君著 平裝 1

9789865718817 一切盡在掌握中: 完全看透人心的12堂心理課 林昆著 平裝 1

9789865718824 用猶太教育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張芮妍著 平裝 1

9789865718848 彈力瑜珈球減肥 Shopping-Wang著 平裝 1

9789865718855 最強大的邏輯推理術 黃宇揚著 平裝 1

9789865718862 兒童心理學: 為什麼孩子都有這些壞習慣 張蕊顏著 平裝 1

9789865718879 逃脫下流生活: 從下流老人看到年輕世代的悲哀Amy著 平裝 1

9789865718886 抗痘, 輕鬆找回好面子: 由內而外擺脫痘痘肌 林如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505 你就是輸在不會說話: 學會這樣說,魯蛇不是我!若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12 薑黃百藥之王 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29 親愛的,讓我們一起靜心吧: 不生氣就能讓孩子安靜下來的秘密淼上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36 揹著勇氣出發 我們重新找回自己 吳宗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43 第一次租屋就上手: 掌握六大找屋步驟、分辨十種看屋必備事項、避開九個合約內隱藏的陷阱,輕鬆搞定租屋Q&A崔媽媽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50 倉央嘉措詩歌裡所隱藏的秘義: 從凡情中成就佛心丹增偕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67 老.自在: 50後人生的八堂必修課 邱天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74 讓菜鳥不再流淚的62張職場生活筆記 若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581 你為什麼要穿越玉米田?: 想成功就必須用心思考!若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33 當法律無法帶來正義: 那些被判無罪的敗類如何得到應有的報應賴樹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150 新戀愛講座 三島由紀夫作; 林皎碧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3167 金融投機史: 貪婪時代,九大金融投機事件 愛德華.錢思樂(Edward Chancellor)著; 李祐寧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174 畫出人物之美 查爾斯.雷德著; 陳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181 行人 夏目漱石作;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198 人工智慧時代人口經濟的危機和轉機 吉川洋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109 我青春漫遊的時代:三島由紀夫青春記事短篇集三島由紀夫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08907 環境安全與物業管理: 2017年物業管理暨環境美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建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21 興悅讀: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讀心得作品集. 第五冊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38 全國房地產經營管理研討會: 不動產稅制及地價的舊問題與新想像. 2017第十一屆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所)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45 興悅讀: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讀心得作品集. 第六冊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52 驗光人員法規與倫理 李建輝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69 時尚造型設計作品集 吳立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76 人體彩繪實務職能認證 吳立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83 學校併校與用地處理的法律經濟分析 陳溪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408990 護理行政學寶典 林素戎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揚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喜文化



9789869562805 企業經營診斷: 企業實務專題研究之應用 胡政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788 大華科大創校五十週年芎林藝術家聯展 芎林藝術家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8895 華克FUCK20惡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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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400870 地方民主、治理與區劃改革 劉佩怡著 平裝 2

9789869203630 天地景榮: 謝景榮詩文書畫集 謝景榮著 平裝 1

9789869203654 十二生肖傳奇 稍定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03661 無江 翁翁文.攝影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415 證悟 大菩提精舍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41312 貨幣銀行學 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748144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曾禹童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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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49349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預官)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3749363 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預官)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745 主題式貨幣銀行學(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忠孝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3749899 人因工程 劉永宏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749912 搶救郵政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0134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寶典 黃皇凱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141 導遊實務. 一,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189 領隊實務. 一, 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吳瑞峰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196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臺灣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導遊人員)邱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202 一網打盡初考英文 黃亭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226 導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233 領隊導遊英文(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240 一次考上銀行. 2017: 銀行專業科題庫. 四, 重點精要+試題詳解賦誠, 三鶯, 亭宣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25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學術科經典試題總彙黃金銀, 王森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0264 絕對上榜!領隊證照輕鬆考(含領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271 國小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0288 領隊實務(一)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295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邱燁, 陳書翊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301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318 一書搞定機械力學(含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 祝裕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0325 導遊實務. 二,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 林俐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332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0349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丙級技能檢定術科主題式題庫黃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356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丙級技能檢定學科主題式題庫黃鶯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363 15招最狂國考攻略 謝龍卿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370 絕對上榜導遊證照輕鬆考(含導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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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870387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焦點速成+歷屆試題薛常湧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394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典 舒淮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400 財務管理 卓凡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0417 校長主任甄試完全守則: 從觀念入手到實戰演練陳鴻賢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424 會計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欣亞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431 升科大四技-會計學完全攻略 歐欣亞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448 領隊實務. 二, 華語、外語領隊人員 林俐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455 導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462 領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479 飲料與調酒(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486 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昌豪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493 數學(C)工職完全攻略 張宏印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509 餐旅服務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0516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0523 餐旅服務(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530 飲料與調酒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547 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昌豪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554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561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578 計算機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浩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585 數學(B)商職完全攻略 歐昌豪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608 國文完全攻略 李宜藍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615 經濟學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0622 機械製造完全攻略 張千易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0639 機械製造(歷年試題+模擬考) 張千易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646 經濟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0653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李宜藍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660 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677 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684 餐旅概論完全攻略 高芬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691 企業概論與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0707 警專中外歷史: 滿分這樣讀 陳書翊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714 餐旅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高芬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745 智力測驗輕鬆搞定(含試題解析) 軍職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0752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0769 英文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776 機件原理(歷年試題+模擬考)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783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0806 警專數學: 滿分這樣讀 歐昌豪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0813 機械力學完全攻略 陳忠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820 警專國文: 滿分這樣讀 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837 計算機概論完全攻略 范金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0851 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 陳名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0875 基本電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0882 警專英文: 滿分這樣讀 倪明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0912 絕對上榜!領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929 機械設計(含概要) 祝裕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0936 絕對上榜!導遊常考題型特訓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943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秘笈李秋燕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950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乙級技能檢定學科分類題庫李秋燕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967 警專物理: 滿分這樣讀 曾禹童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0974 警專甲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0981 史上最強!警專乙組歷年試題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數學乙、中外歷史、中外地理)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0998 警專乙組超強金榜合輯(含各科焦點速成、模擬試題、近年試題詳解)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001 法學大意(鐵路特考) 成宜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018 法學大意測驗勝經(司法五等) 成宜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025 逼真!鐵路運輸學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白崑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1049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 甄家灝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063 一次考上地政士證照(專業科目+國文) 三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070 主題式基本電學高分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087 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1094 史上最強!警專甲丙組歷年試題 超級詳解(含國文、英文、數學甲、物理、化學)警專金榜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100 農產運銷焦點複習講義 江峰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117 逼真!公民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汪大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124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 南春白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131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148 警專中外地理: 滿分這樣讀 王傑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155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162 校長主任甄試葵花寶典: 答題技巧與試題詳解 謝龍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1179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186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1193 鐵路運輸學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1209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1216 逼真!國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高朋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1223 逼真!企業管理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陳金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230 企業管理(含概要)名師攻略 陳金城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1247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 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254 鐵路運輸學概要 白崑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1261 農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焦點複習講義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278 搶救高普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285 火災學(含概要) 夏鵬翔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29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系統式整理謝宜璋, 顏廷峻, 吳孟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1308 就業安全制度(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315 最新國文: 測驗勝經 楊仁志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322 最新國文: 作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339 教育專業科目通關寶典 艾育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346 鐵路法(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353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陳金城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360 勞資關係(含概要) 陳月娥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377 水與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1384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驗火速焦點+題庫+歷屆試題合輯陳忠孝, 黃素慧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391 最新國文: 橫式公文勝經 楊仁志編著 第二十版平裝 1

9789864871407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公共政策 陳俊文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414 企業管理焦點複習講義 陳金城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421 事務管理(含概要、大意) 白崑成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438 企業管理大意 陳金城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445 消防法規(含概要) 張大帥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1452 行政法(含概要) 林志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469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朱華聆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476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傅維廷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1483 搶救國中小教甄國語文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490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 黃金銀, 黃勝暉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1506 公民(鐵路特考) 邱樺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1513 公民(司法五等) 邱樺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520 行政法(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1544 行政法輕鬆上手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九版平裝 1

9789864871551 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 楊銘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1568 消防設備士歷年試題四合一超級詳解 洪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575 國文: 作文完勝秘笈18招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582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七版平裝 1

9789864871599 名師壓箱祕笈: 教育測驗與統計(含概要) 舒懷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605 國文: 公文寫作捷徑攻略 張良, 方華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1612 新題型國文: 作文高分快易通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629 超級犯規!國文測驗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636 逼真!基本電學(含大意): 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陸冠奇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1643 圖解刑法概要: 關鍵見解+精選試題(移民) 南春白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667 公共管理(含概要)頻出題庫 楊銘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674 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國民營版) 張千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1681 機械製造學(含概要、大意) 張千易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1698 搶救高中職教甄國文 徐弘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711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1728 關務英文 王英, 吳慶隆編著 第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871742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海巡特考版)駱英, 歐恩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759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1766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773 警察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焦點複習 駱英, 歐恩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780 公共管理(含概要)精華筆記書 陳俊文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797 行政學(含概要): 獨家高分秘方版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871803 監獄行刑法(含概要)彙編 徐士珩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1810 行政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劉政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841 國民營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1865 移民政策與法規 張瀚騰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1872 國民營英文高分題庫 德芬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896 圖解式民法(含概要)焦點速成+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1902 圖解式民法概要(焦點速記+嚴選題庫) 程馨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926 警察專業英文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1933 捷徑公職英文: 沒有基礎也能快速奪高分 德芬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940 司法五等英文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964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包括移民人權) 翊傑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971 監獄學(含概要)系統整理 高昇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1995 論文高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2008 國文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2022 圖解式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金融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2091 鐵路英文 歐森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2107 政治學(含概要)關鍵口訣+精選題庫 蔡先容編著 第十九版平裝 1

9789864872114 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重點精析 艾育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2244 教育專業科目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十一. 106年度陳培林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701 《論語》類編通譯 徐誠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18 大學生網路安全教育案例 張樹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25 山河國運: 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 葉曙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32 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民國卷 尹全海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49 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清代卷 尹全海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56 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歷史考察 李松林, 祝志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63 中原與閩台淵源關係研究三十年(1981-2011) 尹全海, 余紀珍, 喬清忠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70 中國現代史論與方法 王文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87 心繫兩岸 陳孔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3794 止不住的夢想: 一個農民工的生存日記 姬鐵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00 中國臺灣問題幹部讀本配套資料 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編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17 丙中洛的眼淚 黃哲, 那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24 中國臺灣問題: 配套資料 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編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31 台前幕後 馬振犢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48 史上最偉大的偵探經典 愛倫.坡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55 布拉格之夜: 一個作家的蜜月札記 韓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62 民進黨權力結構與變遷研究 陳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79 民進黨結構與行為研究 陳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86 永遠的情人杜拉斯 王筱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87693 光輝歷程: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六十年 曹必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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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5630034 在歷史巨人身邊: 師哲回憶錄 李海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041 冷戰年代的危機和衝突 翟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058 利益的糾結: 美國涉臺政策解讀 何子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065 告別未名湖. 1 奚學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072 告別未名湖. 2 孫蘭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089 我只要此生的你 壽含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096 我的祖先我的根 王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02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 楊天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19 抗戰中的蔣介石 馬振犢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26 走向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 陳孔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33 辛亥首義精神通論 王功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40 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展演研究: 以臺灣民俗村和閩臺緣博物館為例潘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57 兩岸關係中的交往理性 唐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64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化理論研究 嚴安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71 社團、思潮、媒體: 臺灣文學的發展脈絡 張羽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88 哈貝馬斯: 當代新思潮的引領者 陳勳武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195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專題教學案例解析 賈少英, 王恩江, 王京香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01 春筍情 盧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18 春華秋實: 大陸台資企業品牌實錄 台商雜誌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25 海峽兩岸辛亥革命著述書目(1911-2011) 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 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編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32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研究 王恩江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49 問道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現狀與前瞻 郭齊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56 國民黨特務活動史 馬振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63 國共兩黨關係90年圖鑒 余克禮, 賈耀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70 清代巡臺御史巡臺文獻 尹全海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87 清代福建大員巡台奏摺 尹全海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294 清朝洋商秘檔 李國榮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300 第一書記 張占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379 陳寅恪研究: 反思與展望 佘英時, 汪榮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386 最初的國會: 晚清精英救國之謀. 1910-1911 李德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393 森林貴族多萊 蘇莞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09 開台王顏思齊 海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16 黑格爾的邏輯學 松村一人著, 韓樹英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23 微時代背景下大學生法制教育研究 趙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30 新技術時代的海峽兩岸新聞傳播教育 黃裕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47 新聞評論學 趙振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54 歲月流逝在不經意中 劉鐵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61 慘勝: 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 鄭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78 臺海危機管理模式研究 陳先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85 臺灣文學創作思潮簡史 朱雙一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492 臺灣文學與中華傳統文化 古繼堂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08 臺灣民意與群體認同 陳孔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15 臺灣地區繼承制度概論 吳國平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22 臺灣政治轉型與分離主義(1988-2000) 張文生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39 臺灣政黨政治發展史 王筱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46 臺灣研究25年精粹. 文學篇 徐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53 臺灣研究25年精粹. 政治篇 孫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60 臺灣問題析論 吳仲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77 臺灣問題與中華復興 王在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84 認知大陸 項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591 閩南與臺灣民間神明廟宇源流 段淩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07 潮起潮落: 海協會海基會交流交往紀實 鄭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14 潮起潮落: 海協會海基會交流交往紀實 鄭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21 蔣介石年譜(1887-192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38 親歷“九一八” 方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45 證券欺詐與投資者權益保護研究 馬更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69 兔博士與小金豆. 2, 學會記帳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76 兔博士與小金豆. 3, 學會儲蓄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83 兔博士與小金豆. 4, 合理分配零花錢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690 兔博士與小金豆. 5, 零花錢大作戰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06 兔博士與小金豆. 6, 漂亮的旱冰鞋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13 兔博士與小金豆. 7, 低碳生活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20 兔博士與小金豆. 8, 學會持之以恆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37 兔博士與小金豆. 9, 做個聰明的消費者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44 兔博士與小金豆. 10, 做作業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51 文化之旅: 海上明珠 劉承萱, 遲雲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68 文化之旅: 陸上明珠 劉承萱, 遲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75 最後的尊嚴: 浙江寧波的抗戰老兵 方軍, 陳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82 《論語》的邏輯 楊朝明, 李文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99 一帶一路 旅遊創新發展 北京巔峰智業旅遊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課題組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799 一帶一路 旅遊創新發展 北京巔峰智業旅遊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課題組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05 So cute!印度手繪旅行 蘇重愛著; 南錠動繪; 金振杰, 邊境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12 So cute!南美印加秘境手繪旅行 蘇重愛著; 崔達秀繪; 金振杰, 王潔清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29 北京市區主要街道景觀導覽 田書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36 餐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熱點問題十講 王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43 餐飲全面服務管理: 抓牢顧客的心 李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50 出境旅遊領隊實務 北京市旅遊局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67 初見商南: 秦嶺中的桃花源 周長寶, 陳鋒, 蘇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74 第一次品白茶就上手 秦夢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898 飯店企業文化塑造 林璧屬, 郭藝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04 飯店企業文化塑造: 理論與案例 林璧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11 飯店質量管理 孫晨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28 五行芳香療法全書 鄧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35 湖南經典導遊詞 李先躍, 張麗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42 節事活動案例研究 許忠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59 近代日本家族制度研究 江新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66 酒店經理的溝通藝術:酒店知名培訓師大講堂 程新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73 流行語折射的流行文化 倉理新, 劉仲翔, 奐平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80 流行語折射的旅遊文化 倉理新, 李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0997 流行語折射的網絡文化 倉理新, 劉仲翔, 李崇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00 旅游規劃實戰案例集錦 原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17 旅游景區安全管理 席建超著 第一版 0 1

9789575631024 旅游投訴與旅游事故案例精選解析 梁智, 李紅, 劉宏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31 男人想的那點事兒 華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48 巧克力經典創意食譜 楊(Young, P.)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55 趣味導游順口溜 李靈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62 升職加薪的秘密 余亞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79 下一個杜拉拉就是你: 職場生存智慧 牛存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86 小資本創業前途無量 全攻略 張振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093 幸福女人的理財心經 金銘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09 夜長夢多 辛欣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16 中國大型實景演出發展理論與實踐 鄒統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23 中外旅遊休閒自然地理 黃子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30 臺海風雲見證錄: 時事評論篇 徐博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47 無用之用 簡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54 止於至善 簡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61 經典歎美 簡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78 愛的光芒 簡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85 百字銘 陳洪嶺, 簡墨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192 唇語 簡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208 臺海風雲見證錄: 採訪報導篇 徐博東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451 第一次品綠茶就上手 王嶽飛, 周繼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543 一本書搞定出境旅遊 王健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550 不負舌尖不負卿 李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567 打造優秀員工的秘訣 李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574 你的飯店健康嗎: 飯店診斷 王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581 “全球旅遊產業領袖”培養模式研究 鄒統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789 說文解字講國學: 三十六計(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871 說文解字講國學: 中庸(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888 說文解字講國學: 千字文. 上冊(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895 說文解字講國學: 千字文. 下冊(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01 說文解字講國學: 元曲(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18 說文解字講國學: 反義詞(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25 說文解字講國學: 樂府(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32 說文解字講國學: 古詩詞(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49 說文解字講國學: 漢賦(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56 說文解字講國學: 名言警句(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63 說文解字講國學: 孫子兵法(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70 說文解字講國學: 莊子(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87 說文解字講國學: 百家姓(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1994 說文解字講國學: 論語(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07 說文解字講國學: 聲律啟蒙(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14 說文解字講國學: 孝經.朱子家訓(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21 說文解字講國學: 宋詞(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38 說文解字講國學: 弟子規(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45 說文解字講國學: 孟子(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52 說文解字講國學: 易經(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69 說文解字講國學: 現代詩韻(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76 說文解字講國學: 詩經(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83 說文解字講國學: 唐詩(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090 說文解字講國學: 離騷(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06 說文解字講國學: 笠翁對韻(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13 說文解字講國學: 瓊林(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20 說文解字講國學: 菜根譚(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37 說文解字講國學: 道德經(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44 說文解字講國學: 錯別字(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51 說文解字講國學: 增廣賢文(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168 說文解字講國學: 三字經(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韻彬, 陳峽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105 視界.場域: 大象十年紀念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8105 視界.場域: 大象十年紀念展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703 製造第三意義: 存在的風景 李淑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6599 全國學生休閒、觀光、遊憩學術論文集學術論文研討會(含論文集). 2017第十三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7963 我袂放你一個人 邱顯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12 與亡妻共度的夜晚 塞繆.本榭特里特(Samuel Benchetrit)著; 陳思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67 幾米袖珍本. 2008-2010 幾米作 二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休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7

送存冊數共計：168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



9789862138274 埃及王子: 千年一次的甦醒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281 同一個月亮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298 月夢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304 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 我這樣轉大人 張慧慈著; BIGU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311 相對論百年故事 余海禮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38328 刀背藏身: 徐皓峰武俠短篇集 徐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335 故事的秘密: 寫在劇本之前的關鍵練習 蕭菊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342 渺小一生 柳原漢雅(Hanya Yanagihara)著;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8359 二分養身八分養心 何裕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366 有女飛天: 潔兮。舞想 樊潔兮著; 柯錫杰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380 中川政七商店の和風生活帖 中川政七商店作;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397 規模的規律和秘密: 老鼠、小鳥、雞、大象,和我們居住的城市,隱藏規模縮放的規律,掌握其中驚奇的秘密,也同時掌握企業和地球的未來傑弗里.魏斯特(Geoffrey West)著; 林麗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03 每個人都值得一張美麗的畫: 幾米經典畫作套組幾米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405 他不是怪咖 丁宇曦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905 花嫁: 專為婚禮新人規畫的一本結婚企劃書 鄧芸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9929 道德經妙解 空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9929 道德經妙解 空海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165 麵包製作的技術.發酵的科學(全圖解) 吉野精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413 MOF法國最佳職人: Frédéric LALOS美味麵包的秘密費多雷克.拉洛斯(Frédéric Lalos)作; 林惠敏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822 1856: 糾結的大清、天國與列強 陶短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839 映初圖書館 吳艾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846 大師的智慧: 亂世醒鐘.聖嚴法師 李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853 環球國家地理: 歐洲 <>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860 教科書裡沒有的民國史 張晨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877 環球國家地理: 亞洲、大洋洲 <>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03891 教科書裡沒有的近代史 董佳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469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四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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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06366 小鱷魚家族: 多多的生日 麥可.史密斯文; 米雅圖; 林芳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815 就是愛踢足球!讓你技巧進步的漫畫圖解足球百科能田達規漫畫; 平野淳監修; 陳姿瑄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822 經典圖像小說: 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挑戰 柯南.道爾, 小結遙著; 黃正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29853 真的不要了嗎? 信實作;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860 日常生活中的無印良品親子收納術 吉川圭子監修; 卓文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877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10卷: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大革命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時任奏漫畫; 許郁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7641 恐龍大冒險故事桌遊 黑川光廣作; 小熊出版編輯部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7665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11卷: 經濟大恐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吉田博哉漫畫; 許郁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千煦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子瑜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710 我在這裡想你: 水瓶鯨魚高雄愛情故事 水瓶鯨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727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34734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271982 現代狎客行 麥人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3236 勇敢做自己: 奇異管理學院的7堂領導課 田口力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315012 阿德勒教你如何說話被喜歡: 連「拒絕」、「說不」都能讓人感覺溫暖的技術戶田久實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5074 行銷高手都想上這堂訂價科學: 9方法,讓你學會「算透賺三倍」的技術!田中靖浩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352918 愛馬仕教我做好商品不用靠行銷: 副社長齋藤峰明,公開年獲利30％的祕密川島蓉子著; 林佑純, 吳瑀加譯 平裝 1

9789869420402 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學文案銷售: 用一句話,讓「商品故事」發揮200%暢銷效果!川上徹也作;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420440 自信決勝負: 業務之神如何崛起? 馬林.林貝克(Martin Limbeck)著; 曾瓊, 侯昶毓譯 平裝 1

9789869498913 Sony、Google教我如何貫徹執行力: 學那些成功者,習慣顛覆、帶點莽撞的7種特質!辻野晃一郎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498920 超圖解PDCA會計書: 一流的你,如何年年達成120%的年度目標？木村俊治著; 石學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968 故事練習: 如何說話,讓聽眾感同身受、笑聲不斷呢?美濃部達宏作; 張秀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968 故事練習: 如何說話,讓聽眾感同身受、笑聲不斷呢?美濃部達宏作; 張秀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982 東大最熱門的4堂K線經濟學: 一張圖看懂所有投資指標,還能獲利超過50%!東京大學股票投資社團Agents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498999 連企業老闆都搶著用的目標順序法: 不需天賦,只要「一張表單+7步驟」就能100%達成績效!佐藤耕一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9544009 IBM部長強力推薦的圖解Excel商用技巧: 用大數據分析商品、達成預算,美化報告的100個絕招!加藤昌生著;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9544030 善良的你變有錢的39個做事差異: 剖析有錢人的「心理素質」,跟你不同的地方在哪裡?郝言言著 平裝 1

9789869544047 連贏家也無法抗拒的30種心理魔咒: 教你克制人性暗黑面,不會踩到「成功者的地雷」片田珠美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544047 連贏家也無法抗拒的30種心理魔咒: 教你克制人性暗黑面,不會踩到「成功者的地雷」片田珠美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544054 最困難的事,從樹狀圖開始解決: 用5大圖形,幫你在最短時間找出答案奧村隆一著; 賴郁婷譯 平裝 1

9789869544061 哈佛的5堂邏輯思維課思考定高度: 面對抉擇時你是賭一把,還是想清楚再做?韋秀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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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6814 紗娜的紅色毛衣 成田雅子文.圖; 鄭如峰翻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2117385 我愛洗澡嚕啦啦 沙永玲文; 陳美燕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7477 壞心情! 莫里茲.培茲文; 艾美莉.賈可斯基圖; 沙永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484 了不起的妳 瑪莉.霍夫曼(Mary Hoffman); 卡洛琳.賓區(Caroline Binch)圖; 幸佳慧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491 9隻小貓呼~嚕~嚕~ 麥克.格雷涅茨文/圖; 沙永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14 顛倒看世界 我是誰? MARUTAN文.圖; 謝依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21 誰是你的好朋友? 林士真文; 陳怡今圖.視覺設計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38 亮晶晶妖怪 若山憲文.圖; 游珮芸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45 雞蛋哥哥 秋山匡文.圖; 林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52 加油!雞蛋哥哥 秋山匡文.圖; 周慧珠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569 必須說出的祕密!兒童自我保護繪本 潔妮.桑德絲(Jayneen Sanders)文; 克蕾格.史密斯(Craig Smith)圖; 楊佳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576 月亮怎麼了? 木曾秀夫文.圖; 張桂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583 童話莊子. 2, 無敵大劍客 哲也著; 陳美燕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590 小泰的小小貓 山本松子文.圖; 林文茜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2117613 天空的衣服 謝武彰文; 趙國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644 我在博物館迷路了,因為...... 大衛.卡利(Davide Cali)文; 班傑明.蕭(Benjamin Chaud)圖; 蔬菜小姐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651 不要就是不要! 潔妮.桑德斯(Jayneen Sanders)文; 潔麗.查瑪金(Cherie Zamazing)圖; 楊佳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668 和平樹 貞娜.溫特文.圖; 沙永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675 成田雅子繪本集: 紗娜的童趣世界 成田雅子文.圖; 鄭如峰, 周慧珠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699 馬爺爺新說成語故事 馬景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712 雞蛋哥哥繪本集: 長大真好! 秋山匡文.圖; 林靜, 周慧珠譯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7736 超神奇雨傘鋪 宮西達也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743 貓咪看護: 來自波蘭的真實生命故事 渕上里里諾文; 上杉忠弘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0027 神奇的藍色水桶 成田雅子文.圖; 鄭如峰翻譯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小魯文化

大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134 小阿力的大學校 羅倫斯.安荷特文; 凱瑟琳.安荷特圖; 郭玉芬,萬砡君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6158 書之子 山姆.溫斯頓(Sam Winston), 奧利佛.傑法(Oliver Jeffers)著; 張杏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189 大狗小狗生活字典 朵洛蒂‧德‧蒙弗里文.圖; 李旻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202 數不清!大自然的生物多樣性 尼古拉.戴維斯文; 艾蜜莉.薩頓圖; 朱恩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219 小黃兔和綠薄荷: 我們是好朋友嗎? 戴爾菲.布奈文.圖; 梅思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226 小黃兔和綠薄荷: 兔子羅賓漢 戴爾菲.布奈文.圖; 梅思繁,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233 小黃兔和綠薄荷: 綠薄荷的陷阱 戴爾菲.布奈文.圖;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626240 小黃兔和綠薄荷: 森林裡的舞台劇 戴爾菲.布奈文.圖; 高玉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309 劉文邦國畫作品集 劉文邦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416 交易禪跡: 外匯交易致勝模型 戴慶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5750 寫給未來社會的新帳本: 區塊鏈: 新型貨幣、終極信任機器與分散治理革命龔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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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5695835 當債券連結國家命運: 從債券投資原理看懂全球財經大事件林睿奇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842 文案大師教你精準勸敗術: 在注意力稀缺年代,如何找出熱賣語感與動人用字?羅伯特.布萊(Robert W. Bly)著; 劉怡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95910 12歲那天,我賠光了老爸的帳戶 艾莉莎.布蘭特.懷絲曼(Elissa Brent Wessman)著; 陳維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927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著; 許瑞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942 敘利亞戰爭: 美國從不公開的中東地緣博弈與野心史蒂芬.高望斯(Stephen Gowans)著; 黃元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966 人民幣的底牌: 低調爭鋒全球大格局的新國際貨幣蘇巴慈(Paola Subacchi)著; 劉忠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24 止痛的秘密: 拯救無數慢性疼痛患者! 醫學博士帶你走出身心不安的負循環彼得.普瑞茲柯(Peter Przekop)著;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108 課綱使用的理論與實例: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入門概念呂秀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790 郭志宏 郭志宏[作]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730 小皮克的欠揍生活日記:致小時候的每一個巴掌多明妮可.蘿克絲(Domminique Roques)著; 亞雷錫.多爾馬(Alexis Dormal)繪; 呂慶龍譯平裝 1

9789865837754 大森林裡的小木屋(安野光雅繪本版) 羅蘭.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文; 安野光雅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252 難過時,學會安慰自己 伊莎貝爾.德西格(Isabelle Desegher)文; 安.德.波德(Ann De Bode)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7499 背石頭的人 珊卓.布朗寇(Sandra Branco)作; 艾爾瑪(Elma)繪; 謝靜雯譯初版一刷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衛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也趣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衛之星文創



9789869524605 我的新老師是巫婆嗎? 朴秀娟文; 李熙瑯圖; 徐鳳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4612 我要去幼稚園 千美真文; 李慧永圖; 魏嘉儀譯 精裝 1

9789869524629 哈啾!我感冒了 千美真作; 李之殷繪;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4636 媽媽很快就會來接我 千美真作; 金永美繪; 陳思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4667 獾爸的外送幸福便當 安井季子文; 重森千佳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4674 假裝是玩偶的小熊 白水沙起文.圖; 林家羽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4681 晚上可以不睡覺,一直玩嗎? 李朱蕙文.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633 不可思議: 蓮生活佛說因果故事 大燈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640 匪夷所思: 蓮生活佛說因果故事 大燈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664 真佛正見: 依止三法印,回歸佛陀智信 盧勝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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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9701 定中之定: 入三摩地之口訣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701 定中之定: 入三摩地之口訣 盧勝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718 鬼中之鬼: 破邪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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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33658 愛,是為你寫一首詩: 貓咪谷柑的療癒詩 王谷柑作; 春花媽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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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539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111553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111577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111584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232500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409 生活的大智慧: 進入自性佛 大覺悟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520416 生活的大智慧: 進入自性佛 大覺悟著 初版一刷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724 玄古曜奇: 蔡曜安金工茶則特輯 蔡曜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707 新舊聞 逢甲大學「玩出趣」教師成長社群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覺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廿八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趨勢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小貓流文化



9789869461719 大人の社團強肌力教主彭淑美教你練核心肌群: 40~80歲都需要的「好肌力」讓你身手靈活 不跌倒彭淑美作 第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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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61764 我是誰: 找回快樂與自由的隨身練習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71 綠拿鐵.排毒魔法飲 陳月卿, 小V爸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88 集體的失憶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1795 落在地球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08 誰說疾病一定會遺傳?: 劉博仁醫師教你透過營養、運動、改變生活型態,扭轉基因表現,及早擺脫家族病史劉博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15 充滿祝福的告別 林保寶文, 攝影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22 譚敦慈的無毒好生活 譚敦慈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2470 藥食同療: 權威中醫師才知道的38道獨門湯方 黃雪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77 快樂的15個習慣: 日本名醫作家日野原重明91歲時現身說出日野原重明著; 高雪芳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2784 人生好難: 厭世代靠北人生指南 查茲.休頓(Chaz Hutton)作; 劉復苓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14 一個想法,改變人生: 稻盛和夫青春語錄 稻盛和夫著; 葉小燕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38 擁抱B選項 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 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著; 齊若蘭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45 行銷4.0: 新虛實融合時代贏得顧客的全思維 菲利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 陳就學(Hermawan Kartajaya), 伊萬.塞提亞宛(Iwan Setiawan)著; 劉盈君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69 隱形冠軍: 21世紀最被低估的競爭優勢 赫曼.西蒙(Hermann Simon)著; 張非冰等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2876 胖子瘦子不生病的健康術 安保徹, 石原新菜, 安藤伊佐子著; 陳甚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90 走慢點 才是快 藍白拖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6719 此生必看 百老匯名劇: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 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942 始終心要: 惟覺安公老和尚經典開示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3118 黃帝內經 莊昭龍編訂 二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033 意圖與策略: 鄭清文訪談錄 林鎮山, 江寶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057 善男子的存在邏輯: 陳克華文學論集 楊小濱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064 區域交流與中文書寫典範的追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王德威, 江寶釵主編 平裝 1

9789868962071 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論文集. 第11屆: 域外經驗與中國文學史的重構王德威, 江寶釵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401 石不爭: 許慶福石雕個展 平裝 2

9789869539418 歸根復生 羅培寧創作個展 羅培寧作 平裝 1

9789869539418 歸根復生 羅培寧創作個展 羅培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6458 亞洲超人氣有氧天王,潘老師來了！舞動有氧急速瘦身操,打造完美曲線79招！: 女生的最想要的纖手臂、蜜大腿、馬甲線&蜜桃臀;男生的最想練出的臂肌、人魚線&讓女生覺得最有安全感的胸肌全圖解！潘若迪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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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天文教興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日月文化



9789869380263 Carol廚房烹調手記: 52道年菜、家常菜與美味小菜特選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0270 每天5分鐘,4週享瘦一身輕 謝長勝, 胡孝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982 以愛之銘: 顧又銘寫真集 顧又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03 今天,到Rika家聚餐吧!: 餐桌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100道快樂食譜Ri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10 一起吃火鍋 蔡萬利, 楊勝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27 火力全開!只要小烤箱,100道各式點心輕鬆上手馮嘉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34 Hello,想和MASA一起吃飯嗎?: 100炒飯、丼飯、拌飯、炊飯、燴飯、燉飯、焗烤飯、雜炊、粥與飯糰任你選!MA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41 和菓子聖經: 極美.好吃超過1600張精析圖解職人技藝完全掌握吳蕙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58 銀髮族飲食生活照護全書 林美慧, 張斯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65 別讓肌膚不開心!從頭到腳解決101個與生活相關的肌膚問題完美提案Sa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89 超元氣!東京好+近郊精華 王瑤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817 無麩質廚房 賴家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9598 台灣1/5萬全圖百科事典 地理台灣資訊庫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139611 台灣1/5萬全圖百科事典 地理台灣資訊庫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139604 台灣1/5萬全圖百科事典 地理台灣資訊庫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6139628 台灣1/5萬全圖百科事典 地理台灣資訊庫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6139635 機車環島樂遊旅程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702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 2017Prof. Feng Tyan Lin, Dr. Shu-Jiun Chen, Dr. Da-Wei Wang, Dr. Ling-Jyh Chen[著]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3741 中國歷代畫家存世作品總覽 佘城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143826 四季 楊鴻銘, 張梅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901 方塊舞 藍雲著 增訂再版平裝 1

9789863143901 方塊舞 藍雲著 增訂再版平裝 1

9789863143918 心雲心語 郭心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925 廣西參訪遊記: 中國全民民主統一會廣西南寧崇左巴馬參訪旅遊陳福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932 畫廊: 莫渝美術詩集 莫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949 宮保雞丁: 信筆璅語 藍雲著 增訂再版平裝 1

9789863143949 宮保雞丁: 信筆璅語 藍雲著 增訂再版平裝 1

9789863143956 中華養生文化及健康長壽之道 廖忠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1403 佛說摩利支天經 一吉阿闍梨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8941434 妙法蓮華經彙編 臺北市悉曇吉祥成就會編輯; 釋一吉主編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8941441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摩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品釋一吉阿闍梨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737 世界年鑑暨中華民國名人錄套書. 2018 陳正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55 醫學博物館風景: 臺灣踏查與國際交流 Tom Scott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密嚴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央通訊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太平洋鄰里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戶外生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68 第四十二屆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畢業特刊陳書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717 生天見佛 惠空法師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5239 世界古典名曲精華 劉清祥, 劉彬榕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7483 移民法制與人權保障 許義寶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413 恰如其分的自尊 克里斯托夫.安德烈, 弗朗索瓦.勒洛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451 99%上班族不知道的工作祕密 徐敏俊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976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1, 箱庭の空(簡體字版)Pach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2983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2, 硝子の心(簡體字版)Pach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2990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3, 東雲の刻(簡體字版)Pach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0202 AppleSeed Decode. Episode 4, 時雨の華(簡體字版)Pach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0257 隔花人近天涯遠(簡體字版) 果実編繪; 庫摩道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0264 月光下的魔術師(簡體字版) 果実編繪; 庫摩道奇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652 打油詩之校園大祕寶 蔡明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020 中共重要人事評析專輯. 2017年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202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Shiu-Lan Huang, Wei-Chao Chang作 平裝 1

9789869437271 簪花仕女圖 黃秀蘭, 張幃超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288 簪花仕女圖(簡體字版) 黃秀蘭,張幃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295 簪花仕女圖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902 簪花仕女圖(簡體字版) 黃秀蘭, 張幃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行書苑(臺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爪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少年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警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慈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央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大傳系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6797 TOPIK韓語測驗: 初級單字 陳艷平, 張新杰主編 一版 其他 1

9789571169835 TOPIK韓語測驗: 初級寫作 高紅姬, 趙銀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69842 TOPIK韓語測驗: 初級閱讀 金載英, 趙春會, 李浩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79315 TOPIK韓語測驗: 初級單字、閱讀、寫作 陳艷平, 張新杰主編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1867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作 七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91980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餅乾、西點蛋糕)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571192703 數位邏輯(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陳以熙, 林瑜惠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93939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 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4363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林瑜惠, 陳以熙作 八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94370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麵包、西點蛋糕、餅乾)文字復興有限公司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026 少林寺武術傷科祕方集釋 韋以宗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033 藥用植物學 黃寶康主編 第7版 平裝 1

9789869499040 用藥傳奇: 中醫不傳之秘在於量 王幸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057 跨文化交際 祖曉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064 道地藥材理論與文獻研究 黃璐琦, 張瑞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809 全面突破新多益NEW TOEIC 660分 Dean Lia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67885 用英文到國外走一走 蔡詠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8607 考遍天下無敵手英文文法大全 王筱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8614 常備日語單字 清水裕美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8621 不敢開口,英文永遠學不好! 陳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8638 北歐廚房裡的料理美學: 如藝術品般的61道北歐料理提案Marina Ekroo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645 全面突破新多益NEW TOEIC 860分: 專為取得「金色證書」及「晉升高階主管」設計Dean Lia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8652 日本職人世代傳承的醬料大全 大坊香緒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8676 高血壓有救了! 渡辺尚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107 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IELTS雅思「單字」+「文法」怪物講師教學團隊(台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114 全面突破新多益NEW TOEIC必考單字 Dean Lia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121 走吧!一起用法語去旅行! 潘貞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138 畫個圓,單字背更多: 任何人都可以馬上背會6,000單字Debbie Wu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145 2018全新制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TOEIC多益5回全真模擬試題+解析林政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152 用英文聊天交朋友 蔡詠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2922 全彩、全圖解、全實景地表最狂英文單字王 Ian Crew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2939 釀好酒: 好酒不用釀好久 DoDo Publishing Co.,Ltd.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946 全彩、全圖解、全實景地表最狂日文單字王 不求人文化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2953 1分鐘英語會話課: 馬上敢開口的英語會話 Michael Coughlin, 陳勝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977 用日語去日本玩到翻 清水裕美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9519 全面突破2018全新制多益TOPEIC 660分 Dean Lia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9540 我們的第一堂親子英文課 Aphinya Thanopajai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718 有錢人的習慣和你不一樣: 10個生活習慣,註定你是低薪族,或者變有錢基斯.卡麥隆.史密斯(Keith Cameron Smith)著; 黃煜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32 醫學博士15年奇蹟研究 中強度黃金健步法: 持續60天,全面喚醒「MIT麻省理工學院」證實的「長壽基因Sir2」青栁幸利作;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49 用大腦行為科學玩行銷: 操控潛意識,顧客不自覺掏錢買單,賣什麼都暢銷萩原一平著; 王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56 選擇心理學,教你做對每個決定: 60則生活實例運用,不再選錯而懊悔內藤誼人作; 駱香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63 這樣走,90%疾病能預防: 脊骨筋肉全伸展跨步法長尾和宏作; 王郁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70 咖啡香氣的科學 崔洛堰著; 謝雅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不求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方言文化

文字復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文光



9789869413787 放手,不放任的教養: 不插手不責罵地守護,孩子「自主發揮」,又懂「適可而止」平井信義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3794 剛剛好,的生活: 找到自己的平衡點,不過累也不嫌少,離美好最近約翰.納許(John Naish)作; 許美鸞, 黃孝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03 全球園藝美學盆栽聖經: 千幅全彩示範圖表,園藝博士30年密技,讓你創造健康美麗的綠氧空間孫冠花作; 李靜宜,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10 關節回正鬆筋奇蹟伸展操: 只要5分鐘,拉開歪斜緊繃關節,校正重回健康人體初始設定佐伯武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27 情緒行為操控心理學: 史上最完整!250項人際情感心理技巧趣味心理學會作;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34 芳香療法對症輕療癒全書: 買對精油與最佳配方調製,排毒、美容、紓壓、去病、免疫力提升梅原亞也子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41 寒天蒟蒻低GI美味料理: 150道排毒、瘦身、抗氧化的低卡食譜金煐斌作;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58 排毒防病的五色營養學: 簡單、易記的美味法則,再忙都能吃得健康、吃出美白杉本惠子作; 林妍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65 世界級萬花筒輕鬆手作: 大人の科學,微觀宇宙的對稱美學山見浩司作;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72 自己做乳酸發酵的超美味常備泡菜: 韓國正宗秘方,完美比例調味,防癌、燃脂、平衡體內PH值的極秘健康食譜Recipe Factory作; 謝雅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89 讓人買到失心瘋的行銷操控術: 79則制霸網路、實體市場的心理銷售神技趣味心理學會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396 陪孩子玩出天賦與美好親子記憶: 75堂手作與烹飪遊戲,穩定孩子情緒、鍛練思考力張恩淑作; 陳思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06 溯源: 追溯真實的自我 林國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513 終極輕量化的野外料理絕招 登山食: 臺灣第一本!登山、露營、健走的野炊聖經大森義彥監修;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20 問話的藝術: 一開口就能破冰,90%讓對方暢快說,再冷的交談也能變熱絡渡瀨謙作;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51 小資媽媽常備菜,10分鐘搞定!: 140道多國料理,5步驟完成姜智賢作; 謝雅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68 改變讀書順序,考試都能拿高分: 活用「分散學習法」,順應大腦習性,記憶力增加3倍!竹內龍人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82 臥底身邊的科學秘密: 選錯車廂,危險多出好幾倍!小谷太郎著;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99 可以善良,但你要有底線不當好人: 人際關係斷.捨.離,勉強自己和別人好,不如找人真心對你好午堂登紀雄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08 揉揉筋膜,局部燃脂,雕塑最美身形線條: 最難瘦部位都有好曲線!滝澤幸一作;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123 夢中的故鄉: 臺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的尋與憶許禎芸編整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170 超好玩水彩樂園 浮游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187 牽媽媽的手 曾玟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194 就愛Q版美少女:簡單技法畫超亮眼Q版造型 小Q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305 菲比的小黃傘 黃碧芬作; 辜筱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8312 一起勇敢向前走 Mia等作; 古依平繪; 盧珍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329 寶藏山 李健睿作, 劉彤渲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8336 一學就會!超簡單漫畫技法: Q版人物篇 夏宜嵐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343 荒野探險隊: 森林篇: 我也是森林王子 貓米亞作; 樊千睿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350 12星座情緒地雷 多多&亦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367 我現在就要吃 張倩華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8374 莫里斯密令之陰陽眼偵探安東尼 倪雪作;Liea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381 創意手做玩紙趣 管育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398 媽咪,你會想我嗎? 維他命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8412 珊卓拉的恐怖預言 倪雪作; 林芳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405 Bye Bye!恐龍馬戲團 林波夏作; CC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8429 邁向更好的你 沈峰等作; 古依平繪;盧珍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436 鎮上的怪婆婆 En Tzu作; Viann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8443 小公主的快樂運動筆記: 打造超完美健康體態! 螢x亦兒原創漫畫; 阮聞雪漫畫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450 一學就會!超簡單漫畫技法. 人物設定篇 潘奕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8467 我也要當第一名 傅嘉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474 慌慌張張的耶誕老人 古文作; 張筱琦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661 哈佛商學院最熱門的投資課 中澤知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678 你覺得重要的事,有9成都是屁: 成功,從不做這些事開始井口晃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685 你要嘛出眾要嘛出局 李尚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王秀蓮女士與 「夢中的故鄉」 紀錄片出資者全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房文化



9789869469692 自家網站大賣的鐵則: 68個技巧一PO網就大賣 竹內謙禮作; 賴惠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00 為什麼1%的人創業賺大錢,99%的人三年後卻賠光本金伊關淳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17 敢變: 揭開全家更新、更快、更有趣的祕密 王家英, 鄭椲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31 一張衛生紙矯正咀嚼習慣: 耳鳴、暈眩、五十肩等無法治好的疾病通通消失長坂齊作;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782 銀之龍騎士團: 死神隊長與小白兔實習生 九月文作; 阿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14 首領公主與無頭騎士: 追蹤者們的陷阱 睦月けい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76 除魔師的戀愛日常 梨沙作; 徐子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7483 除魔師的戀愛日常 梨沙作; 徐子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7305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五, 思念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336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外篇, 似水流年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350 RESET轉世重生 如月由須羅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404 墨象交融: 臺韓日知兼修書道聯展 蕭世瓊, 馬魁瑞, 於同生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5977 春泥.雪影 施美雪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955984 幾度夕陽紅: 尋尋覓覓尋古堡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5991 修身自勉古鑑 林葉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08 馬耳他: 驚濤駭浪中的避風港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15 文化符碼的活化與應用: 以老餅鋪「林金生香」的轉型進化為例王千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39 魯迅小說研究 蔡輝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46 哲學思考 蔡輝振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125 幸福八鑰 林榮澤講述; 書苑編輯室整理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387132 幸福八鑰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387149 白陽易經注音經本 林榮澤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13591 八卦太極 趙福林編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503 劉南芳歌仔戲劇本創作集 劉南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390541 臺灣文學與地方文化論文集 徐麗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8653 警察職權行使於情境實務之應用 陳俊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90891 仲夏夜之夢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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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192048 經營管理實務: 管理學中做,做中學管理 莊銘國著 七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仁風文創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五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日知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9789571192079 整合行銷傳播: 全方位理論架構與本土實務個案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2130 馬克白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張錦惠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147 哈姆雷特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張錦惠譯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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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571192314 臺灣的齋堂與巖仔: 民間佛教的視角 林美容著 三版 平裝 2

9789571192338 圍攻錯別字 潘麗珠等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92376 奧賽羅: 威尼斯的摩爾人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376 奧賽羅: 威尼斯的摩爾人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406 李爾王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406 李爾王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張錦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437 傻瓜也會寫論文(量化+質化增訂版): 社會科學學位論文寫作指南顏志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2475 SPSS與統計分析 陳正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482 定價管理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2529 夢想冒險家: 魏德聖的電影狂熱曲 許慧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536 國中生學習方法的第一本書 林香河, 林進材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2543 圖解氣候與環境變遷 丁仁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550 有趣的動物圖鑑: 600種萌樣表情包 阿德麗安娜.巴蒙(Adrienne Barman)文圖; 林琬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581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 潘誠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611 毒家報導: 揭露新聞中與生活有關的化學常識 高憲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2628 國際運輸經營管理: 理論與案例探討 柴澄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635 基礎西班牙語文法速成 王鶴巘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1192659 300句說華語(西班牙語版) 楊琇惠著; 吳琇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2666 300句說華語(泰語版) 楊琇惠著; 夏淑賢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2697 商事法實例解析 林洲富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92710 圖解憲法 楊智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758 紅樓夢人物立體論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765 驗證刑訴改革脈動 張麗卿著 4版 精裝 1

9789571192772 行政程序法論: 兼論聽證與公聽會制度 羅傳賢著 5版 平裝 1

9789571192796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3版 精裝 1

9789571192802 刑事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2版 平裝 1

9789571192819 行政法基礎理論與實務 蕭文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833 行政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4版 平裝 1

9789571192840 物理學史 郭奕玲, 沈慧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857 犯罪學 蔡德輝, 楊士隆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2864 民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19版 平裝 1

9789571192888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5版 平裝 1

9789571192895 必備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4版 平裝 1

9789571192901 信託法 王志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92918 手做幸福甜點霜飾 朱秋樺, 桂志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949 50則非知不可的數學概念 湯尼.克立著; 李明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2956 趣味物理學 雅科夫.伊西達洛維奇.別萊利曼著; 符其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007 海洋與海岸管理 邱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007 海洋與海岸管理 邱文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021 特殊教育導論: 探究特殊需求學習者 張世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3038 教育思想起: 看見老師、學生核心素養 王全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045 多層次模式與縱貫資料分析: Mplus8解析應用 邱皓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076 理想國的磚塊: 當盲目民粹遇到審議民主 朱雲鵬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3083 輪機英文 華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175 尼采透視 黃國鉅等箸 平裝 1

9789571193182 材料力學 溫順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199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7版 平裝 1

9789571193212 餐飲管理 周明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243 即選即用銀行郵局英語字彙 楊曜檜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3335 著作權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4版 平裝 1

9789571193342 日本地理 曾煥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489 好攝影 林俊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93564 少年博雅套書(吳寶春、江蕙、林書豪) 周姚萍, 謝志文, 溫小平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193601 時尚美學 徐珍娟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694 超譯世說新語: 兩漢魏晉南朝名士言行錄 鄭玉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00 100字說印尼語 Stuart Robson, Julian Millie著; 王耀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31 用Scratch學程式!: 融合遊戲、藝術、科學、數學的視覺化導引Majed Marji著; 于欣龍, 李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55 陳淑玲十二思路翻轉作文. 1, 加減擴縮改變 陳淑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762 華語趣味成語(越南語版) 楊琇惠編著; 陳瑞祥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823 玩轉社群: 文字大數據實作 謝邦昌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847 趣味力學 雅科夫.伊西達洛維奇.別萊利曼(Я. И. Пepeльман)著; 符其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854 洛克斐勒 吳惠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861 圖解金融科技與數位銀行 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946 唯我獨尊: 科比布萊恩 張佳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953 福澤諭吉與<> 林呈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004 科技法制的十八堂課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94066 整體輔助芳香療法 蔡憶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073 迪士尼 露易絲.克拉斯薇姿(Louise Krasniewicz)著; 楊茜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110 護理行政與管理 盧美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127 亞洲鈔票故事館 莊銘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134 籃球火: 勇不放棄林書豪 溫小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141 中小學生認識台灣畫家的第一本書: 那一刻,七彩繽紛張耀仁, 吳佳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219 基礎稅務會計 吳習, 吳嘉勳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94226 高效能教師的七個成功訣竅 Jeff C. Marshall著; 賴光真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264 少年犯罪: 理論與實務 蔡德輝, 楊士隆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194288 繪本經典閱讀套書 伊索(Aesop), 喬愛爾.錢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原著; 周春塘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194424 解讀法國文學名著 阮若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578 民法總則大意 楊敏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646 當<>人物遇上九型人格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53 華語文創新教學教法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25 關於夢想的18個故事 樊語婕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5796594 「2017年中原大學教師多元升等教學實務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史慶璞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32 Escape the city from the city 岑崇恩等聯合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87 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歐德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587 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歐德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3546 伍迪艾倫幽默故事集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著; 李伯宏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93904 禪師的籃框: 帶領Jordan、Pippen、Kobe和Shaq奪下11座NBA總冠軍,從籃球看見團隊領導和人生真諦菲爾.傑克森(Phil Jackson), 休.道韓堤(Hugh Delehanty)著; 周汶昊, 李知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04 禪師的籃框: 帶領Jordan、Pippen、Kobe和Shaq奪下11座NBA總冠軍,從籃球看見團隊領導和人生真諦菲爾.傑克森(Phil Jackson), 休.道韓堤(Hugh Delehanty)著; 周汶昊, 李知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980 當感性遇見知性: 北一女的寫作密碼 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031 史蒂芬·柯瑞: NBA三分線神射手的崛起 湯姆森(Marcus Thompson)著; 梁起華, 邱紹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352 曾國藩. 卷三, 野焚 唐浩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369 曾國藩. 卷四, 觀火 唐浩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383 曾國藩. 卷五, 黑雨 唐浩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390 慢行奈良: 最美好的在地及美食體驗 林幸樺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5

送存冊數共計：93

中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原大學景觀系



9789863594413 我的躁鬱人生不抓狂指南: 面對混亂失序,如何生活、戀愛,好好照顧自己艾蜜莉.雷諾茲(Emily Reynolds)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420 瑞士慢養生活: 快樂瑞士人的身體保健、心理健康與飲食日常陳雅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437 問心: 讀孟子,反求諸己 林安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4444 插畫實驗課 陳純虹(Eszter Chen)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451 擁抱自己,療癒外遇傷痛: 離開婚姻前後的情緒療癒、親子教養、回歸平靜胡可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475 大腦喜歡這樣學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著; 黃佳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482 台語好日子: 學台語的第一本書 鄭順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499 慢讀元曲: 豁達人生的55種真摯灑脫 琹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505 讓光進來: 給心靈修練者的寫作書 蓓.施奈德(Pat Schneider)著; 鍾清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529 一枝鉛筆就能畫: 30天一定學會,超有趣又簡單的繪畫技巧馬克.奇斯勒著; 連緯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543 瑞士不一樣:顛覆你對最強小國的想像 陳雅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550 疼痛的隱喻 米歇爾.歐杜爾(Michel Odoul)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567 我的愛情是綠色的 黃瑞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574 溫柔之歌 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作; 黃琪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598 給大人的人生翻轉學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著; 高霈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611 日本,不能直譯 林水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1808 真有天堂與來世嗎?: 遇見另一個世界的真實故事吉姆.蓋洛(James K. Garlow), 濟斯.沃爾(Keith Wall)著; 申美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846 晨星將現: 從末世預言看現今時代 李玉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1938 是這份愛 楊惠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225 苦甜的世界 鄭慧兒著 平裝 1

9789862772232 是祂: 恩典領我一生(見證集) 周陳作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249 教會增長指南 林昭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324 禮拜的恢復 呂柱奉著; 台灣新浪潮宣教會翻譯小組翻譯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331 生命之歌: 慧蓉與葛瑞的信心旅程 林慧蓉, 何葛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348 恩典是你一生的傳奇 黃姝娟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772355 經濟趨勢與因應之道 財團法人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379 伴百歲老母走最後二十年 葉吳慶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386 我是得勝者 雷祖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393 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 艾德.史福索(Ed Silvoso)著; 連皓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409 圈外宣教之火: 吉普賽人也需要主 黃燈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416 取用神的話禱告: 實操手冊(簡體字版) 羅保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430 反敗為勝: 苦難的探討 蔡國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461 連爸爸的神蹟電台 連益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461 易道醫義: 研究易理、中醫與道醫的一點心得 矢建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1478 神奇的負離子纖維 吳建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318 投影為風景的再生樹: 梅新紀念文集. 續編 張素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329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 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宋裕祺, 蔡益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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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土木水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5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元氣齋



9789868888579 上海民間敘事詩三部 阮可章採錄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051 知識社群國際研討會. 2017第十三屆 王福星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806 敦煌佛畫題記初錄 金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068 科學是甚麼: 一位哲學家看科學 凱梅里(John G. Kemeny)著; 姜道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12 文化海洋名人錄. 敬師篇1965-1987 吳榮章等合著; 中國文化大學海洋研究發展中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12 文化海洋名人錄. 敬師篇1965-1987 吳榮章等合著; 中國文化大學海洋研究發展中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29 全國研究生舞蹈學術研討會「 舞蹈、創作、身體教育之文化意涵與傳承」論文集. 2017伍曼麗總輯 平裝 1

9789869536936 解析夜市: 空間x行為x色彩 郭維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43 姜道章年譜 姜道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50 中國近現代史 王綱領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403 館藏書法暨王則潞教授捐贈作品 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9789869564403 館藏書法暨王則潞教授捐贈作品 劉梅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933 代做功課股份有限公司 古田足日著; 領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957 今天開始要愛你 朱川湊人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964 阿嬤要我跟你說抱歉 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謝靜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85971 This is 達利 凱薩琳.英葛蘭著; 安德魯.萊伊(Andrew Rae)繪; 李之年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385988 狹小宅邸 新庄耕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528 Easy Talk: Word Book Li-ping Teng ed.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881535 英漢彩圖辭典3000字(簡體字版) Yen-Ling Chiu, Yu-Ching Chen作 精裝 1

9789865881542 Impress 5.X輕鬆做簡報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1

9789865881559 用Writer5.X玩桌遊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1

9789865881566 Google Chrome網路漫遊高手 元將文化師資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8842 流行病學計算題精解 王雪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859 普通生物學題庫 沈浩, 沈芃萱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866 解析單字 張文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8880 格林法則暨實踐 張文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8897 完全攻略本. 一, 句型結構 張文忠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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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7627 學前幼兒語文評量(網路版)指導手冊 邱淑惠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634 母職效能之探析: 意涵、理論與研究 鄧蔭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696 泛自閉症護理: 以實證為基礎的整合性終生照護Ellen Giarelli, Marcia R. Gardner主編; 徐畢卿, 陳志軒, 李靜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19 40個諮商師必知的諮商技術 Baradley T. Erford著; 陳增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26 知識教育學: 智慧人、做創客 鄭崇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57 藝術治療手冊 Caroline Case, Tessa Dalley著; 陸雅青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88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入門手冊 許維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290 教育行政學 林天祐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306 自閉症學生的教育輔導: 理論與實務 洪森豐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95 團體遊戲治療: 動力取向 Daniel S. Sweeney, Jennifer N. Baggerly, Dee C. Ray著; 陳信昭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801 自閉症類群障礙檢核表(華文版)指導手冊 Susan Dickerson Mayes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825 法律社會工作 陳慧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849 兒童戲劇教育之理論與實務 林玫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856 華語兒童口腔動作檢核表: 指導手冊 黃瑞珍等編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894 諮商督導的臨床筆記 林家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900 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實施特殊教育新修訂課程大綱現況及困境之研究劉明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955 多元文化諮商在臺灣 陳秉華主編; 陳秉華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009 卦山下的風雲 康原, 楊國楨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601 金鷄報喜: 楊照貴水墨畫集 [楊照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6287 漫話失智症 大國美智子著; 鄭維欣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565 中國郵票研究會年刊. 2017 孫國光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009 中國郵刊. 第九十三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9789869429016 中國郵刊. 第九十四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454 可傳遞信息. 8, 憑信心愛人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521508 可傳遞信息. 4, 靠聖靈行事 白立德(Bill Bright)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155 真心直說 徹聖上師講述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郵票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荷軒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商健思國際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4359 第十三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時序時, 梁韵嘉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94359 第十三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時序時, 梁韵嘉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94366 第十三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時序時, 梁韵嘉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60308 皮蠟繩:串起緣分,綁住幸福 冷雨寒, 佐藤玫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906 太陽文化藝術協會會員美展. 2017 歐萃瑩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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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版)游博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221 唐人生命思想之多元探討(簡體字版) 周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238 席勒與孔子的美育思想探析: 由席勒對康德的批判談起李宗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245 席勒與孔子的美育思想探析: 由席勒對康德的批判談起李宗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252 席勒與孔子的美育思想探析: 由席勒對康德的批判談起(簡體字版)李宗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283 新世紀公司法研究論叢 楊君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290 新世紀公司法研究論叢 楊君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306 新世紀公司法研究論叢(簡體字版) 楊君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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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39368 東亞漢語音韻學的觀念與方法 呂昭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382 Data Mining 概述: 以Clementine12.0為例 謝邦昌, 鄭宇庭, 蘇志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399 Excel 2013 資料採礦完全手冊 謝邦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405 Text Mining 文本探勘 謝邦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3917 大吉大利丁酉之美藝術聯展 呂玉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1831 搭地鐵玩遍東京 孫偉家作.攝影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1886 開始在瑞典自助旅行 潘錫鳳(Sonia Pan), 陳羿廷(Tizzy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893 搭地鐵玩遍香港 三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1909 搭地鐵玩遍首爾 索尼克文字.攝影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923 開始在馬來西亞自助旅行 黃偉雯(瑪杜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930 斷沙拉油飲食全書: 擺脫沙拉油的致命危機,嚴選5種好油,料理38種美味健康上桌!山嶋哲盛作; 何姵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947 開始在日本自助旅行 牛奶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954 代代相傳: 日本主婦累積40年的家庭料理 坂井順子作;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961 開始在澳洲自助旅行 張念萱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1978 莫斯科.金環.聖彼得堡 王姿懿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1985 50歲後更美麗的化妝法 中野正好監修;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1992 你沒有條件可以退休 阿部絢子作; 李毓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華文耀文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文化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智大學工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丹陽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727 一個簡單的好人 許峰源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34 神奇的數字療法: 中西醫共同研發,改善10萬人生活的自癒處方次序信號體系研究所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41 正念減壓的練習: 風行全球,哈佛醫學院、Google、麥肯錫、蘋果都在用陳德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58 癌症的真相: 更完整的治療選擇,預防和逆轉癌症的必讀經典泰.波林吉(Ty M. Bollinger)作; 古耘睿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65 你和夢想之間,只差一個行動 行動派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72 和任何人都能愉快相處的行為科學: 人際智商實驗室精心研發凡妮莎.范.愛德華茲(Vanessa Van Edwards)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1062 臺南府城文化記述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079 臺南府城文化記述(簡體字版)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093 老兵,永不凋零(劇本版) 李仁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109 老兵，永不凋零【剧本版】 李仁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185 老兵,永不凋零(簡體字版) 李仁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711192 老兵,永不凋零(劇本版) 李仁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208 老兵,永不凋零(劇場版)(簡體字版) 李仁傑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808 玄真道壇 梁恩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1063 促參仲裁案例選輯 陳世杰總編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043 中華民國「十大志工家庭楷模」專輯. 第一屆 林興訓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5454 「台灣與中東主要產油國能源經濟與技術合作」論文集李登科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009 資深兒童文學作畫家作品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陳玉金等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964 保險經營論壇. 第四輯 廖述源, 呂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509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會學術論文發表: 會序及論文集. 2016(第28屆)李冠穎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美容美髮技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情境智能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文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志願服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阿文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中華玄真道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方集



9789869528207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ergonomics in Asia 2017 proceedingseditor-in-chief Hsin-Chieh Wu, Ching-Torng Li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651 素敵な台湾博物館巡り 潘欣怡, 謝宜秀執行編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49633 世紀風華. 2017: 中華民國跨世紀油畫研究會年度大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603 扎根台灣302種味 中華民國農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875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新加坡篇 林瑋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943 跨境電商教戰守冊 周准羽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53950 產業合作與拓銷商機: 巴基斯坦 李長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953967 新南向產業及競爭力調查系列-印度、印尼 (扣件)沈瑞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936 南部展. 第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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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54240 無量壽經講記 黃念祖講述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672 中華色彩學會「CMF設計與應用」學術研討會暨色彩規劃管理師能力鑑定師研習交流論文集. 2017李文淵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525 再來一本Lumion的書: 挑戰四十分鐘做動畫 陳力欣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658 藝術教育的視野: 水彩教育展 洪東標, 謝明錩, 林毓修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300 夏學論集. 壹: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百歲晉拾紀念徐泓, 奉元同門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河洛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奉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色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系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古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跨世紀油畫研究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008 艷陽下的北斗星: 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王震邦等作 平裝 1

9789869541008 艷陽下的北斗星: 臺北知府陳星聚-被遺忘的臺灣史關鍵人物王震邦等作 平裝 1

9789869541015 今日臺北街頭與古城邂逅: 現代臺北的懷舊漫遊導覽手冊馬以謹作 平裝 2

9789869541015 今日臺北街頭與古城邂逅: 現代臺北的懷舊漫遊導覽手冊馬以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906 第七屆華松展 林燈道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544 台灣前50大企業. 2017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607 香山散記 林永喜著 平裝 1

9789869492614 Essays On Education 林永喜著 平裝 1

9789869492621 Essays On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For Elementary Schools林永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864 黑白寫: 吳明津六十書法展 汪純玉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438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五版平裝 1

9789869397445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五版平裝 1

9789869397452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五版平裝 1

9789869397469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五版平裝 1

9789869397476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中華財政學會編 修訂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121 尋味台灣茶. 2017, 雙杯壹肆貳茶人記事 張淑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9516 憨言呆語. 第五集, 茅篷的陽光 鄭源和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912 讀易經問商道. 上經 詹茂焜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38929 讀易經問商道. 下經 詹茂焜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901 吉天頌恭尊者三十七稀有 惹色貢覺嘉措作; 劉哲安藏譯中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商道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直貢噶舉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茶藝聯合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康堤禪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財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信用評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松樹盆栽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246 導遊人員操作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4253 領隊人員操作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100 博愛弘毅: 王芳蘭油畫集 王芳蘭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420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0屆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9789869480420 奧林匹克研討會報告書. 第40屆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903 三十年磨一劍: 盲拍.車站人文速寫: 從新北投日式車站出擊的攝影必殺技林一波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7910 台灣絕世鳥 王古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306 網路基礎設施對GDP的淨貢獻 陳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001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 2017 林芙美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8515 財經法新課題與新趨勢. 三 林國全等合著;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中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515 財經法新課題與新趨勢. 三 林國全等合著;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中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857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Offic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637513 夕陽西下,誰陪你走過黃昏 王遐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37 生薑不思議 石原結實著; 洪玉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44 純粹皂幸福: 35款療癒手工皂生活提案 貝尼(蔡秀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68 萌萌噠超療癒多肉植物: 多肉專家的私家祕訣 陳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75 小資族如何簡單買保險: 易學、易懂、不吃虧的投保技巧大公開劉鳳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82 肌力強了,就不老: 打造40後的健康人生 林冠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599 照護的力量: 護理知識.照護引導.疾病對策 高齡照護生活指南75+山口潔, 川野史子, 松井秀夫原著; 洪玉樹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637605 足療自癒: 吳若石神父足部反射健康法 吳若石, 胡齊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411 放懷墨戲: 杜其東書篆創作集. 二0一七 杜其東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方圓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文經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奧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新華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畫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530 學無止境 愛無邊界: 孫智音的故事書 孫智音口述; 陳德林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2547 學無止境 愛無邊界: 孫智音的故事書 孫智音口述; 陳德林採訪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2554 天堂鳥 陳大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316 PMO不敗法門: 100個實戰要領 後藤年成作; 郭浩洋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703 胡桃鉗音樂故事 潔西卡.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繪;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27 帕可好愛韋瓦第! 瑪嘉莉.呂榭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34 帕可好愛莫札特 瑪嘉莉.呂榭圖文; 艾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65 小兔子的讀書會 安妮・絲薇妥(Annie Silvestro)文; 塔提娜・梅薇絲(Tatjana Mai-Wyss)圖; 賴嘉綾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72 生態小偵探. 2, 啥?蟲蟲竟然會這樣? 瑪姬.李(Maggie Li)著; 林大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789 生態小偵探. 1, 恐龍 瑪姬.李(Maggie Li)著; 謝維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57 好煩好煩的小企鵝 喬里.約翰(Jory John)文; 藍.史密斯(Lane Smith)圖; 游珮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64 我的禮物呢？ 莉娜.海瑟(Lena Hesse)文.圖; Wendy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0871 我們都很特別 莉娜.海瑟(Lena Hesse)文.圖; Wendy翻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506 黃灝珊書畫陶瓷集 黃灝珊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619 再寫韓國: 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 陳慶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259 上作文課了!: 作文教學妙招大公開 林美琴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273 小一,你好!: 笑傲班級2部曲 林玫伶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280 作文引力: 葛琦霞的新腦洞大開寫作課 葛琦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875 薛府王爺之薛仁貴 馬水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97882 福全詩文集 魏福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703 手繪菊島采風畫語: 典藏一份澎湖專屬的感動 呂國正編; 徐佳慧文字; 陳顯章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7703 手繪菊島采風畫語: 典藏一份澎湖專屬的感動 呂國正編; 徐佳慧文字; 陳顯章等繪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手繪菊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文藻外語大學國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熒文化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月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元嵩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心想事成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63 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論文集 黃國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404 「木蘭少女音樂劇」鋼琴人聲樂譜 王希文作曲; 趙啟運, 蔡柏璋作詞; 蔡柏璋編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62 寫作寶可夢: 新莊小文青作品集. 105 林曉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0820 閱讀孩子的書: 兒童文學與靈魂 河合隼雄;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837 生態心理學: 復育地球,療癒心靈 西奧多.羅斯札克(Theodore Roszak), 瑪麗.鞏姆絲(Mary E. Gomes), 艾倫.肯納(Allen D. Kanner)編; 荒野保護協會志工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844 凝視太陽: 面對死亡恐懼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作; 廖婉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0851 意義的呼喚: 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二十週年紀念版)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E. Frankl)作; 鄭納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0868 德蘭修女沉思錄(封聖紀念版) 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作; 劉宏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875 寫出你的內心戲: 60個有趣的心靈寫作練習 莊慧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882 靈性的呼喚: 十位心理治療師的追尋之路 呂旭亞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899 動中覺察: 改變動作.改善生活.改寫人生 摩謝.費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著; 陳怡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905 閱讀奇幻文學: 喚醒內心的奇想世界 河合隼雄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912 心律轉化法 普蘭.貝爾(Puran Bair), 蘇珊娜.貝爾(Susanna Bair)著; 徐曉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936 當代精神分析導論: 理論與實務 安東尼.貝特曼(Anthony Bateman), 傑瑞米.霍姆斯(Jeremy Holmes)著; 樊雪梅, 陳玉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943 積極想像實務: 與無意識對話,活得更自在 瑪塔.提巴迪(Marta Tibaldi)著;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775 榮忠豪100%Daily Life寫真EP 榮忠豪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6798 Adele的拿坡里廚房日常: La cucina di Adele al sole di NapoliAdele Li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01 惡作劇之吻Miss in kiss 香港巨角, SPO Entertainment Inc., 王牌娛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18 安婕希的音樂筆記: 秋季巡迴紀事. 2016 安婕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25 這些年, 那些事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 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林美莉小說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32 簡宏霖同名寫真 簡宏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49 HIStory寫真+DVD典藏特集 CHOCO TV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6756 外鄉女 楊青矗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70 Sweet Pig黃沐妍寫真書 黃沐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794 花甲男孩轉大人創作紀實: 收錄經典寫真與劇本好風光創意執行作; 楊壁瑩, 吳翰杰, 詹俊傑劇本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700 一輩子,就是要熱情一次! DiFer採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717 稍息立正我愛你 東森創作, 三鳳製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724 BE MINE, be yours 周曉涵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35731 稍息立正我愛你: 電視劇改編小說 東森創作, 三鳳製作作; 嵐瀞小說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748 Ciose to Vera: 嚴正嵐×手札+塗鴉÷寫真 嚴正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831 重返革命現場: 1917年的聖彼德堡 海倫.雷帕波特(Helen Rappaport)著; 張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923 花開: 張愛玲上海三十年 淳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0930 花落: 張愛玲美國四十年 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947 哲學家如何看待神: 從柏拉圖到海德格、道金斯安德魯.佩辛(Andrew Pessin)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水靈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少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3049 認知百科中英互動點讀書 世一圖書編輯委員彙編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293179 實用國語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二版精裝 1

9789864293292 最新實用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61版精裝 1

9789864293391 新編兒童學成語 陳秀玟編著; 汪家齡繪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3360 新編兒童學成語 陳秀玟編著; 汪家齡繪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293377 新編兒童學成語 陳秀玟編著; 汪家齡繪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293384 新編兒童學成語 陳秀玟編著; 汪家齡繪圖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293551 孩子們的120個大疑問. 動物篇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575 孩子們的120個大疑問. 人體篇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636 小老鼠種大西瓜 陳和凱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643 市場有隻狗 巫宇庭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728 成語一千零一夜. 3, 進擊吧!楚鳳凰! 謝易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591 我是隻小小鳥 漢娜.約翰森(Hanna Johansen)文; 希德嘉．穆勒(Hildegard Müller)圖; 林敏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607 弟弟老愛和我唱反調 蘇雅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614 我們本來就不一樣 蘇雅純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621 包容 讓感情長久: 獻給所有人的泰瑞薩觀點VI 劉峯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645 臺灣市街電車夢 楊啟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652 美味方丈記 陳舜臣, 蔡錦墩著; 李雨青譯; 林家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669 灰灰來我家 伊勢英子作; 林真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676 微笑海島,戀戀澎湖 蕭秀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310 新護理師寶典. 9, 解剖生理學 黃煒傑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9459327 新編微生物學 劉雨田等作 6版 精裝 1

9789869459334 內外科臨床護理教戰手冊 林家綾等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9459341 新護理師寶典: 實力評量. 9, 解剖生理學 林自勇等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202 SCI謎案集. 第三季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0219 SCI謎案集. 第三季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0271 我家的寵物人類被野生人類拐走 湖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033 回首天涯又一程 鄧韻梅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909 Dust of mind Greta Rossi, 張奕璇, 李欣潔編輯; 池田リリィ茜藍, 李欣潔翻譯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日動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山社

世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302 我的故事 台北市萬寧同鄉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100 農藥在台灣一甲子: 台灣農藥市場. 2016 方麗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416 巴爾托克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第三樂章鋼琴獨奏版盧易之Yi-Chih Lu 初版一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247 給孩子的喜訊. 第四冊. 下, 教師手冊 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6254 給孩子的喜訊. 第四冊. 下, 課本 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6261 給孩子的喜訊. 第五冊. 下, 教師手冊 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6278 給孩子的喜訊. 第五冊. 下, 課本 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946 改變,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未來 王秀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53 迷你思考: 麥肯錫超高效率工作計畫術 大嶋祥譽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60 老公的陰莖插不進來 木靈著; 劉愛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77 安心吃、放心用,權威環境毒物專家教你輕鬆打造無毒生活李俊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84 人生有多殘酷,你就該有多堅強: 28則教你不隱忍、不迷惘,正面迎擊人生的處世指南慕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991 「？」的設計: 解開設計鬼才佐藤大源源不絕創意的秘密佐藤大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08 單身生活,不是學會堅強就好 御姊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15 請問阿鎧老師 張旭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22 婚內失戀 鄧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39 青年危機: 25歲前一定要知道這13件事,人生才不會悲劇!亞當.史邁利.波斯瓦斯基(Adam Smiley Poswolsky)著; 林師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46 闖世代 尼爾.派泰爾(Neil Patel), 派屈克.維拉斯柯維茨(Patrick Vlaskovits), 喬納斯.柯夫勒(Jonas Koffler)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53 改變20萬人的快樂學: 追求快樂的7大錯誤x7個習慣x7種練習拉伊.拉赫胡納森(Raj Raghunathan)作;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1442 信心與幸福: 新會員手冊 聖教新聞社企畫部原著; 正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2213 保險節稅勝經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編輯群作 一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058 諾亞方舟 提摩西.奈普曼著; 席恩.辛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8229 枕頭仙人. 1, 一起去散步 加岳井廣圖.文;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8236 枕頭仙人. 2, 請你來幫忙 加岳井廣圖.文;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9491 好想抱抱你: 給住在心裡的小傻瓜 詹詠晴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02 這樣沖就對了: 100%不敗手法咖啡,怎麼沖都好喝!黃琳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95 療心卡 周詠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正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尼可樂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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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萬寧同鄉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田地



9789869551601 祐見禎星: 完美媽媽遇上火星來的自閉兒 蘇秀芳, 劉祐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25 女力!微型創業必修心法: 投入小資本,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版圖周怡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49 金藝求精,璀璨今生: 見證臺灣珠寶史以及東龍珠創業傳奇張芳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0119 青春失竊記: 我們都渴望獲得真正的自由 杜起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550 革命分子: 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軍人與游擊隊、暴動與革命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 黃居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628 政治的承諾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 蔡佩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635 納粹獵人: 追捕德國戰犯的黑暗騎士 安德魯.納古斯基(Andrew Nagorski)著; 高紫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416 吵架吧!我倆明天會更好: 深入人心,挖出渴望,讓親密關係更進化茱蒂.萊特(Judith Wright), 鮑伯.萊特(Bob Wright)著; 蔡宜容譯其他 1

97898694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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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0454 必咖fika: 享受瑞典式慢時光 安娜.布隆納斯(Anna Brones)著; 尤翰娜.肯因特瓦爾(Johanna Kindvall)繪; 郭麗娟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0492 比八卦更重要的事 陳鎮宏口述; 陳心怡主筆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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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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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3987 色彩的履歷書 卡西亞.聖.克萊兒(Kassia St Clair)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3994 為什麼我們的關係總是卡卡的? 裘凱宇, 楊嘉玲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019 讀畫搞懂世界經濟史 宋炳建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064 人文學, 翻轉企業未來! 牟起龍作; 鄒宜姮, 謝麗玲譯 初版1刷 其他 1

9789579121071 人文學, 翻轉企業未來! 牟起龍作; 鄒宜姮, 謝麗玲譯 初版1刷 其他 1

9789579121095 好聲音的科學: 領袖、歌手、演員、律師,為什麼他們的聲音能感動人心?尚.亞畢伯(Jean Abitbol)著; 張喬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101 好聲音的科學: 領袖、歌手、演員、律師,為什麼他們的聲音能感動人心?尚.亞畢伯(Jean Abitbol)著; 張喬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118 小咖的優勢: 大變動時代如何精準成長的12大競爭策略手塚貞治作; 郭書妤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132 人類圖去制約之旅: 一個人的革命 瑪麗.安.溫妮格(Mary Ann Winiger)著; 周寧靜, 曾琬迪, 蔡裴驊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201 毛澤東最後傳奇 陸斯基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225 用幽默代替沉默 麥斯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6109 夢中男人 琳達.霍華(Linda Howard)著; 唐亞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14 重啟咲良田. 6, 男孩、女孩和 河野裕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45 異世界食堂 犬塚惇平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79752 柔情高地 茱蒂.狄弗洛作; 費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69 K: 赤之王國 来楽零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79776 K: 赤之王國 来楽零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79783 由利老師今天也好心情 木下けい子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90 文豪Stray Dogs官方同人創作集. 1, 麗 朝霧カフカ原作; 春河35角色原案;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854 文豪Stray Dogs汪! 朝霧カフカ原作; かないねこ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06861 重啟咲良田. 7, 男孩、女孩和咲良田故事 河野裕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878 墮落邪惡組織,擁抱美少女大勝利!! 岡沢六十四著;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506885 驚慌的夜晚,希望你在身邊。 小椋ムク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892 混沌異書紀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四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立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9789869547505 文豪 Stray dogs汪! 朝霧カフ力; かないねこ漫畫; 何宗逸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47512 墮落邪惡組織,擁抱美少女大勝利!! 岡沢六十四著;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549 小小米桶的250個廚房關鍵重點!: 零油煙x超省時必學常備菜吳美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556 世界第一簡單!可愛無敵的棉花糖翻糖甜點 関有美子作; 許孟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563 免機器滑順冰淇淋頂級配方 齋藤由里作; 胡淑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980 這已是我全部的愛 蓓倫.詹森(Plum Johnson)著; 王淑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358 培養甲狀腺的免疫力 車容碩著; 陳冬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908 家裡的新寶寶 史丹(Stam),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915 搬新家啦 史丹(Stam),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922 貝安斯坦熊家的聖誕樹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吳碩禹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7827 山城之約: 林昭慶雕塑作品集 林昭慶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87021 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術科通關寶典含解析本許瑞斌等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4552658 最新電工法規條文解說 石金福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4552719 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必勝寶典 郭鳴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2726 升科大四技數學B III學習講義含解析本 陳建方, 曾國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013 丙級印前製程-圖文組版項學術科通關寶典(使用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倪慧君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051 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先優工作室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3310 丙級技能檢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圖項學術科通關寶典張淑芬, 盧昭伶, 楊舜銘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3570 乙級化學學術科必勝秘笈 化學技能檢定編輯工作室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864553617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項)學術科通關寶典含食品類共同學科題庫解析周儷淑等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371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奪照寶典(Windows 7+Word 2010)附贈學評系統(Word 2010)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723 Word 2010實例演練含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學評系統與學科題庫JYiC認證研究團隊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3730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奪照寶典含術科作答本 陳富民, 陳耀輝, 黃俊宇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3815 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科題庫必通解析TERA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447 潮.創客: 創新與創意發明應用 葉忠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775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All Pass圖解通(Windows 7+Word 2010版)TKD資訊教育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81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 Ⅱ奪寶高分王含解析黃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867 SQLite關聯式資料庫: 使用SQLiteStudio結合App Inventor 2實作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959 PELC專業英文聽寫能力通關寶典 戴建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4997 Coding創易一條龍 創易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031 入門首選Python程式設計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048 最新電腦網路概論與實務: 含CIW網路技術工程師(NTA)認證李保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062 入門首選 Visual C# 程式設計(適用2015 / 2017)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079 快速掌握VR基本功: 從概念到應用 使用Unity打造虛擬世界(適用Unity5.X)歐陽芳泉, 惡魔遊戲人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5086 入門首選C語言程式設計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109 入門首選Java程式設計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116 輕鬆玩樂高機器人EV3-G拼圖程式 李春雄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古采藝創環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立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生命樹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出版菊文化



9789864555123 製作專屬你的AR擴增實境與VR虛擬實境 劉為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130 Minecraft教育版: 玩遊戲學程式-創造你我的互動世界-使用MakeCode柚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147 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著 11版 其他 1

9789864555185 AMA Essentials Level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學科研讀攻略Holtek版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5208 AMA Fundamentals Level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學科研讀攻略含Holtek與Arduino雙版本台灣創新科技管理發展協會(ITM協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239 C語言程式設計: 使用Arduino C趣玩mBot機器人鮮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260 用Scratch(mBlock)玩mBot機器人 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284 程式設計實習: 使用C語言 張俊雄, 林后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07 用Arduino輕鬆入門物聯網IoT實作應用: 使用圖控化motoBlockly程式語言林聖修, 徐瑞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14 創客木工-聲光互動彈珠台: 使用Scratch 2.0程式設計廖宏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21 Alphal Pro人形機器人舞步編程設計 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52 趣學Construct 2設計2D遊戲: 使用HTML5 傅子恆, 劉國有, 何祥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83 用Airblock模組化無人機輕鬆學圖形化(Blockly)程式語言吳榮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839 安塞美黑膠筆記 侯宏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846 安塞美黑膠總覽 侯宏易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853 你的歌我來唱. 4: 當代中文藝術歌曲集 席慕德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860 你的歌我來唱. 5: 當代中文藝術歌曲集 林玉卿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923 趣味歷史翻翻書系列 .1: 以前的城市原來是這樣!Eva Oburkova文; Alexandra Hetmerova繪 精裝 1

9789869369930 趣味歷史翻翻書系列 .2: 以前的家庭原來是這樣!Eva Oburkova文; Alexandra Hetmerova繪 精裝 1

9789869369947 會動的立體小汽車: 超級小汽車 Marc Clamens, Laurence Jammes繪 精裝 1

9789869369954 會動的立體小汽車: 超級工程車 Marc Clamens, Laurence Jammes[繪]; 劉倪后譯 精裝 1

9789869369992 我做到了,我是一個好哥哥! ALBERTO PELLAI, BARBARA TAMBORINI合著;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精裝 1

9789869502405 我做到了,我可以把飯吃光光! ALBERTO PELLAI, BARBARA TAMBORINI合著;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精裝 1

9789869502412 我做到了,我不當小霸王! ALBERTO PELLAI, BARBARA TAMBORINI合著;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精裝 1

9789869502429 我做到了,我可以自己睡覺! ALBERTO PELLAI, BARBARA TAMBORINI合著; 禾流編輯團隊翻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774 達文西的天才發明(全彩圖解紀念版) 多明尼哥.羅倫佐著; 羅倩宜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0781 世界第一簡單土壤力學 加納陽輔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798 右腦開發遊戲式教育 椎名寬依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17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向量篇 結城浩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00 端粒酶革命: 扭轉老化的關鍵 麥可.佛賽爾(Michael Fossel)作; 筆鹿工作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24 不生氣的勇氣: 憤怒於事無補,掌握情緒才能贏得逆轉!嶋津良智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31 樂活氣象醫學全書: 日本第一腦科醫師氣象士,教你正確防病,四季健康福永篤志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48 帶孩子遠離鼻塞,從預防、控制到治療鼻過敏 黃川田徹作;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55 健康食品的科學 畝山智香子作;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62 數學思辦之旅: 拆解國中數學,建立數學素養與能力永野裕之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79 3小時讀通植物學 田中修作; 林筑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86 鸚哥遊戲屋: 和鳥兒開心玩耍吧! Birdstory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5193 正確吃藥,病才會好: 啟動人體自癒力,養成一輩子不服藥的5個好習慣宇多川久美子著; 陳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289 3小時讀通基礎機械製圖 門田和雄作;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05 NLP心腦迴路重塑,擺脫情緒綁架 王紫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003 從今時直到永遠 余杰, 阿信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世界文物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禾流文創



9789869520010 鐵窗後的自由: 劉曉波文集. 第三卷 劉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34 基督教文明論 王志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41 以愛制暴的人權鬥士: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王憔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58 喜樂,是一帖良藥 施以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464 薄迦梵歌 古儒吉大師(Sri Sri Ravi Shankar)原著; 賽門, 廖碧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8625464 薄迦梵歌 古儒吉大師(Sri Sri Ravi Shankar)原著; 賽門, 廖碧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8625471 即刻開悟 古儒吉大師(His Holiness Sri Sri Ravi Shankar)闡釋; 賽門, 廖碧蘭譯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631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財團法人台南市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精選.編譯初版 平裝 第四冊 1

9789570605648 群書治要三六0 (唐)魏徵等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初版 精裝 第三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495 媒玩.媒瞭.學媒體: 媒體素養教學寶典 鄭智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18 優勢政黨與民主: 亞洲經驗的省思 孫采薇, 吳玉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63 家庭經濟安全與社會工作實務手冊 王永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17 觀視界面的轉換與感知: 從技術物、社群到台灣電影何寶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9176 素描: 按照步驟紮實你的素描結構能力 宋軍, 熊琦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183 國畫入門寶典 王廣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190 插畫之美: 專業黑白插畫手繪表現技法 瘋子木, 李彤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06 工業產品設計麥克筆表現技法 李遠生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13 靜物圖片集: 繪畫練習功力提升的工具書 林逸安, 侯彥廷編著 其他 1

9789866399220 印象手繪: 室內設計表現技法 王東, 余彥秋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37 療癒系舒壓著色本: 美麗花漾 邁克爾.奧馬拉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44 雕塑解剖學 片桐裕司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51 印象手繪: 工業產品設計表現技法 翁倩舒, 姜皖, 李雪松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75 精細色鉛筆技法: 讓畫作極具美感的27個繪畫秘技麥小朵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282 時裝畫表現技法: 人體動態全解析 高村是州著 平裝 1

9789866399299 咖啡屋風格*手作木工: 輕鬆改造溫馨住宅 姜鎬正, 朴孝順著; 陳馨祈譯 平裝 1

9789866399305 襪子大變身: 動手做獨一無二的襪子娃娃 朴水忍作; 陳馨祈譯 平裝 1

9789866399312 人物速寫基本技法: 速寫10分鐘、5分鐘、2分鐘、1分鐘ATELIER 21作; 楊哲群譯 平裝 1

9789866399329 機器人描繪構圖基本技巧 倉持恐龍作; 賴一輝譯 平裝 1

9789866399336 享受畫畫樂趣: 培養創意能力,塗ㄚ.插畫.輕鬆畫金貞林, 金愈宣作; 陳馨祈譯 平裝 1

9789866399343 超級Q版造形人物姿勢集. 兩人角色篇 伊達爾著; 楊哲群譯 其他 1

9789866399350 北星167色實用色票 賴一輝編著 平裝 2

9789866399367 媽媽和我一起做手工 朴香美, 金民己作; 陳馨祈譯 平裝 1

9789866399374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基礎篇 瓦萊里奧.利布拉拉托,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合著; 王怡君譯平裝 2

9789866399381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靜物篇 瓦萊里奧.利布拉拉托,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合著; 郭怡君譯平裝 2

9789866399398 7週低卡路里健康瘦身食譜 尹愃惠著; 陳馨祈譯 平裝 1

9789866399404 超級Q版造形人物姿勢集. 大頭娃娃篇 伊達爾著; 楊哲群譯 其他 1

9789866399411 日本和服描繪完全攻略: 從基礎到令人滿意的描繪重點摩耶薰子作; 楊哲群譯 平裝 1

9789866399435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風景篇 瓦萊里奧.利布拉拉托,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合著; 黃宥蓁譯平裝 2

9789866399442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花卉篇 瓦萊里奧.利布拉拉托,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合著; 王愛末譯平裝 2

9789866399459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特殊技法篇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著; 黃宥蓁譯 平裝 1

9789866399459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特殊技法篇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著; 黃宥蓁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北星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生活的藝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世界



9789866399466 跟著義大利大師學水彩: 肖像篇 瓦萊里奧.利布拉拉托, 塔琪安娜.拉波切娃合著; 郭怡君譯平裝 2

9789866399473 中國高古帝陵玉器珍寶 周明謙主編 平裝 1

9789866399480 色彩計劃與實作 賴瓊琦著 平裝 1

9789866399497 婚禮平面設計 夏洛特.弗斯戴克作 平裝 1

9789866399503 室內家飾手繪表現技法 謝宗濤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527 印象手繪: 建築設計表現技法 代光鋼, 向虹, 田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534 國畫技法入門300例: 山水雲樹 袁立鶴作 平裝 1

9789866399558 國畫技法入門300例: 吉祥生肖 王向陽作 平裝 1

9789866399565 國畫技法入門300例: 寫意牡丹 邰樹文作 平裝 1

9789866399572 頭部造形規律之解析 魏道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9589 鉛筆素描: 輕鬆學會素描訣竅的44堂課 李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596 荒木佐和子の紙型教科書: 娃娃服の原型、袖子、衣領荒木佐和子作 平裝 1

9789866399602 HANON: 娃娃服飾縫紉書 藤井里美作 平裝 1

9789866399619 世界上最小的迷你家具模型: 簡單製作1/6迷你家具模型金炅玲作; 陳馨祈譯 平裝 1

9789866399626 機械昆蟲製作全書: 不斷進化中的機械變種生物宇田川譽仁作; 角丸圓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9633 遊戲動漫人體結構造型手繪技法 肖瑋春, 劉昊編著 平裝 1

9789866399640 大山龍作品集&造形雕塑技法書 大山龍作 平裝 1

9789866399664 視覺陷阱: 錯覺畫繪製技法與創作 Bruno Logan作 平裝 1

9789866399671 簡單製作獨具魅力的設計小品: 透過水泥、石膏、黏土、布料、天然材料及廢物利用創造6種素材的魅力裴榮珠作; 陳馨祈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003 用黃帝內經自癒糖尿病 孫一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106 朕也有貞操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120 獵愛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137 獵愛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5144 洞房出豻郎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151 聘后為妻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168 我的守護者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175 我的守護者 典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5182 怪力娘子狼相公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199 不再錯過你 林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05 黑心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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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5924829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白話解釋 平裝 1

9789865924829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白話解釋 平裝 1

9789865924836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 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合刊) 平裝 1

9789865924867 三藏法數 (明)沙門釋一如等集註; 釋迦比丘彙整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445 樂活藝術: 葉竹盛創作展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689452 愛.限: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106級二技畢業成果展專刊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正修科大妝彩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53

加拿大糖尿病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9789865689469 煥妝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476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四期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483 英華集: 學生作品精選. 拾壹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編輯委員會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455 台灣金融巨禍: 一堂重創3700家台灣企業的課 郭土木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479 遺贈稅.財產移轉圓滿計畫 黃振國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4854493 刑事上訴第三審撰狀實務 李永然, 陳銘壎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509 刑事官司與狀例 李永然等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5107 我們沒有不同 羅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138 詩寫日記 瞿又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299 最後的爭戰: 基督教啟蒙讀物 平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67 馬三家來信 雲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74 田庄阿伯話屈原 林新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40 拉摩鍵盤獨奏作品: 風格語彙與鋼琴演奏實務探討李宜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04 禪易卜門: 六爻祕隱 若提孤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11 走過教育來時路 李建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28 政府採購公文實用 許蕙琳, 吳景明, 許耀昇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35 大梵天王崇拜儀式聖典 梁耀輝中文作者; Mṛtyuñjaya Tripāṭhī梵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59 慧山隨筆 倪慧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66 蘇庭毅Bass Licks Concept Improvisation Book 蘇庭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85473 夏志清的國學根底 采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80 櫃檯,您好。 黃文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03 絳玉符傳 曾緗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10 跨越過百年天擇: 優活自體DNA 宇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27 菩提心語1: 心燈.空弦 一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34 憶松園詩集 張輔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5534 憶松園詩集 張輔英著 初版 精裝 10

9789863585541 為何要改個好名字? 吳朵蘭,許睿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58 達人教你當導遊瘋玩台灣 慕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5565 菩提心語2: 花雨 一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72 少年達: 艾爾的抉擇 H. Amaz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89 一次就好,陪妳去看天涯海角 玉章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596 裂解通縮VS.雙重管制 蔡豪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02 綠玫瑰 夏淑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26 當小胖威利遇見虎媽 吳惠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33 江南春 沈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40 Z-Wave開發應用 莊義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57 BIM建置技術. 建築結構篇 周慧瑜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64 此心安處是故鄉 沈佑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85398 此心安處是故鄉 沈佑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85671 解釋心理學: 情緒只能服務於我的利益 張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88 徒步環島1.5圈繪本日記 Little Helen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文史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9789863585701 草木有情 徐滄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18 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法律爭議之探討: 以桃園市復興區為例張博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25 沒有靈魂的身體 許雅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31 不怕離婚,再說I Do!: 法律人教你/妳有效搶救婚姻危機彭孟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48 還好我有學音樂: 32首音樂處方籤適用0-99歲,讓你生活不卡關江貝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084 我的菩提路. 第三輯 王美伶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7091 法華經講義. 第十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091 法華經講義. 第十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008 次法: 實證佛法前應有的條件 張善思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909 DEAL SHAKER教學手冊: 帶您進入虛擬貨幣+跨境電商的世界王宥登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8916 數位黃金挖掘術: 實現跨境交易輕鬆致富 王宥登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3786 養民經濟與食品安全 黎淑慧等著 平裝 1

9789866073809 工業配電習題詳解 薛小生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752 國際情勢 沈明室等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90783 校務舞臺與人生 陳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75 蒂蒂今天不下蛋 洪佳如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882 李潼少年小說創作坊 李潼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905 米開朗基羅 韓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912 我愛,故你在 克萊兒.佛妮絲(Clare Furniss)著; 柯清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929 時間長或短? 莉亞.杜凡妮(Rhea Dufresne)文; 亞莉安娜.妲布里妮(Arianna Tamburini)圖; 陳咻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936 隔壁班的天才 山鷹文; 黃郁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950 逆天的騷動 黃秋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0974 蘋果園的12個月 松本猛文; 中武ひでみつ圖;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981 班級讀書會一本通 王淑芬, 王秀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798 為什麼我不快樂: 讓老子與阿德勒幫我們解決人生問題嶋田將也著; 林依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05 煮光陰: 我與阿嬤的好時光 劉品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12 有愛大聲講: 那些貓才會教我的事情 春花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29 和日本文豪一起遊京都: 晨市、街町、河源、寺廟，還有庶民生活夏目漱石等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36 人脈自動上門來: 翻轉魯蛇人生,讓伯樂主動來敲門!豆子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43 世界因你而美好: 帕子媽寫給毛孩子的小情書 帕子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50 只想為你多做一餐: 65歲阿伯與92歲磨人媽,笑與淚的照護日誌鄭成基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397 社畜人RETURNS 那智泉見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03 古巴,你好嗎? 苗啟誠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世凱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弘揚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8

正智



9789869569910 跟著943超值玩日本 943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890 織物地圖: 一位藝術家的纖維染織行旅 康雅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906 城市計劃: 戰後臺北都市發展歷程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策畫; 高名孝, 林秀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913 SUEP.Book. 2: 末光弘和+末光陽子設計理論 SUEP.建築事務所著; 黃琬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4937 意外的現代性: 臺灣現代建築論述文集 吳光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04951 路康建築設計哲學 王維潔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31579 非地方: 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 馬克.歐傑(Marc Auge)著; 陳文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586 On Honest Desgin: 空間.物件設計作品集 Keiji Ashizawa Design, 蘆沢啟治建築設計事務所作; David Wang, 林書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593 非常時期: 臺灣當代藝術與非常廟藝文空間1997-2017吳嘉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1593 非常時期: 臺灣當代藝術與非常廟藝文空間1997-2017吳嘉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911 冰島即行: 建築家們與詩人的旅誌 楓川秀雅, 蔡淑君, 謝宗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5694 妖怪手錶: 妖怪大圖鑑: USA蹦大現身! 日本小學館原著; 臺灣小學館製作 平裝 1

9789862435700 動動腦益智桌遊: 恐龍探險隊 瑪德蓮.丹尼作; 迪迪那.巴力席維克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717 動動腦益智桌遊: 環遊世界探險家 瑪德蓮.丹尼作; 雷米.托尼奧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724 翻繩小百科 陳佳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748 我的第一本: 經典睡前故事 <>編委會編; 積木童畫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755 我的第一本: 安徒生童話 <>編委會編; 小新插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786 我的第一本: 兒童安全圖畫書 豆豆魚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793 青少年領袖營: 一定要認識的全球領袖50人 金德榮圖文; 王作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809 我的第一本: 中國成語故事 <>編委會編; 譚宇, 孫巧麗, 劉文杰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816 青少年科學營: 一定要認識的科學家50人 權珢我文字; 朴鍾浩圖; 崔冬梅, 崔昌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823 青少年研究營: 一定要認識的諾貝爾獎得主50人story.9作; 金德永圖; 李佳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892 青少年動腦營: 一定要認識的數學家50人 金德永, 趙國享作; 朴鍾浩圖; 李佩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908 一張紙超會飛紙飛機: 111架一飛就停不了手! 鄭圭一作;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5915 小雞妙妙的成長日記. 全部我都要 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922 小雞妙妙的成長日記. 來做朋友嘛! 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939 小雞妙妙的成長日記. 我不怕! 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946 小雞妙妙的成長日記. 還不想上學! 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953 小雞妙妙的成長日記. 哼!真小氣 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960 小雞妙妙的成長日記. 不要不理我 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5977 端午節 艾德娜作; 吳嘉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984 中秋節 艾德娜作; 陳奕喬, 吳嘉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5991 指印畫: 自己動手做童話<>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004 指印畫: 自己動手做童話<>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011 指印畫: 自己動手做童話<>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035 妖怪手錶: 妖怪經典童話: 日本童話故事 LEVEL-5 Inc.原作/監修; MIHO ASADA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042 指印畫: 自己動手做童話<>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059 指印畫: 自己動手做童話<>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066 指印畫: 自己動手做童話<> 九歌藝術創作中心編; 斯嘉圖文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134 父親節 艾德娜作; Kampanart Sangsor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172 簡筆畫: 創意塗鴉簡筆畫動物王國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189 簡筆畫: 創意塗鴉簡筆畫蔬果花卉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196 簡筆畫: 創意塗鴉簡筆畫交通工具 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136 重溫經典歐美影集和外語電影: 臺詞精選 簡碧儀作 平裝 1

9789869293143 說好的,好聚好散 簡碧儀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幼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外語專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田園城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062 Android Studio學習手冊 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079 App Inventor 2學習手冊 林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60351 臥遊: 中國山水畫的世界 小川裕充作; 黃立芸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660375 山鳴谷應: 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 石守謙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609 白頭翁易經 賴棟爐作 平裝 1

9789869542616 六十四卦另類解析 賴棟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900 閱讀.悅讀.越讀 汪淑珍, 蔡娉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306 網中花園 全會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403 聯合國黑幫組織: 「公民政治」-人類的危機解密陳光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403 聯合國黑幫組織: 「公民政治」-人類的危機解密陳光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203 101天變成好萊塢電影編劇: 你不可不知道 程予誠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801 傳遞愛與希望 台灣防癌協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730 我的朋友在哪裡? 瑪莉亞‧科斯塔作‧繪;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785 維克多和左薇的奇幻旅程 克勞媞爾德.貝涵作;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808 火蟻5497 花格子作; 李若昕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815 小兔子公寓 野花遙作.繪;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822 幽浮小姐的烘焙坊 魯易吉.巴列里尼(Luigi Ballerini)作; 亞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846 腳踏車扛神轎 村上詩子作; 長谷川義史繪; 蘇懿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853 聖誕男孩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克里斯.摩德(Chris Mould)插圖; 林力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860 奇巖城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877 媽媽的畫像 劉智妍作、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心創電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防癌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藝連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中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頭翁命理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永鴻廣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澎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石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48 宗教學的省思: 澤井義次的觀點 澤井義次作; 高佳芳等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337755 舞動關老爺 張家麟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215 建築照明研究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二屆台灣建築照明學會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3601 臺灣高鐵旅遊精選 臺灣赫斯特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企畫製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605 中國現代精油療法: 褚氏太極 褚柏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016 電鍍技術基礎專書 陳振航, 黃炳照暨台科大老師團隊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115 臺灣菲斯特語錄(雨狗字體版) 楊斯棓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2122 臺灣菲斯特語錄(長揚扁平版) 楊斯棓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919 自由遺產: 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 曹欽榮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703 嘉義市老戲院踏查誌 賴品蓉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007 歐盟的新發展: 張維邦教授八十歲冥誕紀念 施正鋒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184 成材的木,成器的人: 台灣木職人的記憶與技藝 行人文化實驗室企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191 真食物聖經: 回到食品工業前的健康智慧 妮娜.普朗克(Nina Planck)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01 蛋糕裡的文化史: 從家族情感、跨國貿易到社群認同,品嘗最可口的社會文化艾莉莎.萊文(Alysa Levene)著; 鄭煥昇, 謝雅文, 廖亭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18 經典設計的誕生: 設計品牌THE團隊的不敗創意學水野學等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25 七天創業 丹.諾里斯(Dan Norris); 蔡孟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32 精實創業: 用小實驗玩出大事業 艾瑞克.萊斯(Eric Ries)作; 廖宜怡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圖書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歐盟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菲斯特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游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現代精油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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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建築照明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高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501 真人示範90日移居台灣 長毛太著 平裝 1

9789869503518 真人示範 90日移居台灣 長毛太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282 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 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吳玫瑛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551 無疆.逍遙: 汪天亮漆畫創作集 汪天亮著 平裝 2

9789869201568 菩提剋思.蕭博駿畫冊 蕭博駿作 平裝 2

9789869201582 水風清.山色揚: 馮永基 馮永基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715 氣味島 伊日美學生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159 行修普化固基經要 至聖先天老祖著 二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709 終極環遊世界. 1, 橫渡黑水 傑森.路易士(Jason Lewis)著; 江一葦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186 般舟禪關日記 釋首愚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803 奧義書 佚名作; 黃寶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810 勇氣:標緻雪鐵龍總裁從頂峰墜落的歸零人生 克利斯蒂安.斯泰夫(Christian Streiff)著; 楊年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827 小王子: 最值得珍藏的名家譯本 翁端.聖-戴克思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劉俐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543 導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8550 領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518567 領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8574 導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518598 門市服務乙級考照王 林正修, 陳啟仁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533119 觀光資源概要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33126 絕對制霸中級會計學 齊得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140 領隊導遊日語速戰攻略 林士鈞編著 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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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日葵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伊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主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名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老三文化



9789869533157 社會工作實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33164 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33171 社會福利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533188 不死背: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之觀念整合李承峻, 劉靜慧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3195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3025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788 圖解星學大成. 第一部, 星曜入宮 (明)萬民英原著; 許頤平主編; 程子和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2795 神奇的草藥之王魚腥草 台灣中草藥研究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04 生薑的沖神奇排寒瘦身功效 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11 暖心又養生39種水果醋為家人補充滿滿的元氣甘智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28 中國四大奇書.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35 圖解星學大成. 第二部, 命局分析 (明)萬民英原著; 許頤平編著; 程子和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42 中國皇帝大傳 善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59 紳士的品格: 切斯特菲爾伯爵給兒子的家書,為人生打底的64個重要建議切斯特菲爾伯爵(Lord Chesterfield)著; 劉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66 維生素使用大百科 馬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73 中國四大奇書 水滸傳 施耐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80 圖解星學大成. 第三部, 安星立命 (明)萬民英原著; 許頤平編著; 程子和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997 一看就懂孫子兵法教你謀略致勝91招 孫武原著; 沉零編著; 夏易恩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05 怪物大百科 學研教育出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12 世界超人、怪人、奇人大百科 並木伸一郎著;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29 果療: 玻璃罐排毒水 甘智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36 餐桌上の營養學 馬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43 黃金辛三寶,養生好食補: 薑蔥蒜的神奇料理 甘智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50 七俠五義 (清)石玉崐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640 一個瑜伽士的內在喜悅工程:轉心向內 即是出路薩古魯(Sadhguru)著; 項慧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745 鑑古知稅務法規 李洙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370752 試說公司法暨有限合夥法 李洙德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971 翻轉成績與人生的學霸養成術 姜聲泰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4988 顧好下肢筋膜全身痠痛out: 鐵人醫師最想告訴你的復健眉角侯鐘堡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693 我的生活我作主 獨身旅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6888 別讓魔鬼住進你心裡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895 生死別離,愛永遠在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901 念轉運就轉. 18, 愛無敵,善無懼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地平線文化



9789866676918 快樂生活的日常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925 念轉運就轉. 19, 起心動念 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568 成功與失敗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文; 傑克.阿薩(Jacques Azam)圖; 李毓真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575 哲學.思考.遊戲 奧斯卡.柏尼菲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215612 爸爸再一次 秦好史郎文圖; 游珮芸翻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215636 獅子一起去上學 海倫.史蒂芬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650 我的火星探險 強.艾吉文圖; 賴嘉綾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667 獅子補習班 強.艾吉(Jon Agee)文.圖; 柯倩華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629 醫生沒告訴你的,吃藥時的飲食禁忌指南 梅德琳.費恩斯特倫(Madelyn Fernstrom), 約翰.費恩斯特倫(John Fernstrom)著; 許可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542 看穿對方底細的客戶觀察術: 業務高手最厲害的地方是眼睛而不是嘴巴杉山彰泰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566 原始人飲食聖經: 一份可以讓你終生奉行的低醣飲食計畫Whole 30達拉斯.哈特維格(Dallas Hartwig), 梅麗莎.哈特維格(Melissa Hartwig)作; 林麗冠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67 被遺忘的約定: 重返我們的宇宙家庭 雪莉.懷爾德(Sherry Wilde)著; 林慈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9629 Fancy little worker Editor-in-chief Alien Chi, Patrick Weng 精裝 1

9789869269636 Fancy amusement park 紀韋志, 翁阡培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506 粹煉.再粹煉-田承泰 田承泰[作]; 魏雅娟執行主編 平裝 1

9789869537506 粹煉.再粹煉-田承泰 田承泰[作]; 魏雅娟執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878 領航與築夢: 陳燕飛與床的世界 賴昭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885 夢想,從一個音符出發 田宜歆, 鄭雅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401 閱讀的島. 1, 友善書業合作社書店誌: 圖書定價與折扣詹正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224 使徒行傳注譯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劉如菁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74231 羅馬書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黃從真, 趙士瑜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友善書業合作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泥窯陶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有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汎奇創意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如果出版



9789866964893 基礎化學 鄭宇欽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964909 普通物理學實驗 許建文, 李明仁, 董尚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64916 輸送現象: 觀念闡釋、理論式推導與實務探討 徐永錢編著 修訂一版精裝 1

9789866964923 輸送現象: 觀念闡釋、理論式推導與實務探討(習題詳解)徐永錢編著 修訂一版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163 我們都是奇蹟男孩 R.J.帕拉秋(R.J. Palacio)文.圖; 馮季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6170 越過寫作的山 學測國文寫作全方位操練 謝佩芬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87 公主出任務. 4: 度假好忙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作; 范雷韻(LeUyen Pham)圖;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94 跟大師學創造力. 1: 天才伽利略的大發現+與25個酷科學活動理查.潘奇克(Richard Panchyk)著; 周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802 跟大師學創造力. 2: 牛頓的物理學探索+與21個趣味活動凱麗.何理翰(Kerrie Logan Hollihan)著; 周宜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819 我們都錯了!同理心才是孩子成功的關鍵 蜜雪兒.玻芭(Michele Borba)著; 郭貞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3915 西天佛國遊記(漫畫版)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3922 漾貞法語. 第一輯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3939 漾貞法語. 第二輯 南天直轄全真堂奉旨扶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3946 募款興建全真大道靈修院專刊 無極直轄全真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3953 悌道訪遊記 無極直轄全真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3953 悌道訪遊記 無極直轄全真堂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379 夏威夷自由行: 絕對不迷路!夏威夷公車x觀光遊覽車x租車自駕,暢遊夏威夷一本就GO南基星著; 金福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11 為什麼義大利麵要用黑盤子裝盤?: 只有1%的人才知道的飲食行動心理學氏家秀太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28 鯊魚經濟學: 偷偷潛到你身邊、咬一口,如果好吃就全部吃掉。學鯊魚,可以讓你擊敗對手,成為市場領先者!史提夫.安吉瑟斯作; 葉婉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35 尋找村上春樹之旅: 重度村上成癮者精心打造,死忠書迷必備的聖地巡禮手冊申成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42 土耳其化的伊斯蘭 艾哈邁德.T.庫魯, 阿爾佛雷德.史蒂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66 操縱闇黑經濟的怪物們 溝口敦著;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709 看山還是山 林碧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501 圖說隋後中華 習宏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7518 圖說隋後中華(簡體字版) 習宏毅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2609 打開XN次方的盒子: 產品行銷的核心 蔡孟哲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393 常見藥物治療手冊 陳長安編著 第50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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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藥品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劦陶宛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球商業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全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光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字畝文化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1851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851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61868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661875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8661882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661882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661899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541244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9541206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541213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2

9789869541220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2

9789869541237 當代藝術-臉書-活的對話 李欽泓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1018 升科大四技: 農業概論 陳傳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1476 無人飛機設計與實作 林中彥, 林智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640 嵌入式Linux程式設計 王進德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2671 冷凍空調自動控制 陳聰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2817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致勝秘笈 致勝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2862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陳資文, 林明山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3593 音響工程 鄭群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3616 ARM Cortex-M3 32位元微控制器原理與應用: T32F1655/1656王壘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3746 ASP.NET網頁程式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 2015 張峻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4217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鄭旺泉, 張元庭, 林佳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4330 品質管理: 永續經營實務 徐肇聰, 吳嘉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583 3D列印: 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 鄭正元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06 LabVIEW與感測電路應用 陳瓊興, 陳竹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75 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699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呂堂榮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4798 物理 王尊信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804 統計學 林素菁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4835 領團實務 蔡必昌, 翁守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880 Autodesk Inventor 2016特訓教材. 基礎篇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4866 燃料電池 黃鎮江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4873 Autodesk Inventor 2016特訓教材. 進階篇 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016 行銷學: 觀光、休閒、餐旅服務業專案特色 鄭華清, 黃廷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146 公職考試大專用書: 題解土壤力學 謝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177 電子陶瓷材料 魏炯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184 自動飛行控制: 原理與實務 楊憲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5290 Photoshop CS6軟體輕鬆學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467 中式點心 陳楨婷, 呂哲維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5726 資料結構: 使用C++ 蔡明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917 Office 2016學習手冊 全華研究室, 王麗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924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與應用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5924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與應用 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6006 類比積體電路佈局 廖裕評, 陸瑞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013 美膚. II 蘇淑玉主編; 黃郁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14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結合生活與遊戲的JAVA語言邏輯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6167 SolidWorks 3D鈑金設計實例詳解 鄭光臣, 陳世龍, 宋保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6198 行銷企劃理論與實務 古楨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310 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 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358 App Inventor 2程式設計與應用: 開發Android App一學就上手陳會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6426 跟阿志哥學Python 蔡明志編著 初版 其他 1

合鄉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8

全華圖書



9789864636563 商用微積分 蔡旭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778 具有安全加密防護的數位語音無線控制裝置 張家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822 超長時間工作之毫微安等級無線感測裝置應用於智慧保全物聯網張家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168165 冷凍空調自動控制 陳聰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68165 冷凍空調自動控制 陳聰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949 偏見地圖. 2, 航向海平線 楊科.茨維可夫(Yanko Tsvetkov)著; 朱怡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635 全國高中(職)體育規則習作範本 熊鴻鈞主編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700 聖達瑪學院自性勢能系統鍛鍊實務手冊 聖達瑪學院師資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423 法會讓生命發亮(越文版) 吳進雄作; 張金花譯 平裝 1

9789865768553 光明珠璣集 聖賢仙佛作; 光慧文化編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68577 提振心靈原力.讓愛發光: 身心靈健康喜悅之道 蔡長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84 進修班: 讓生命有力量(越文版) 吳進雄作; 張金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591 不休息菩薩慈訓輯要 不休息菩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008 鄭惠芝回憶錄: 春風立人 鄭惠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015 純天然食物的魅力 傅明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5022 超級無病健康法 傅明寬著 修訂再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4190 事情本如是 歐雷.尼達爾作; 關靜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601 觀照其心 海雲繼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618 50++超從容過日子 井上和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2708 我們這一家: 走過一甲子的文山聖方濟.沙勿略天主堂王敬仁神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685 歷史上的今天首部曲 蔡金仁著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3692 決蕩崑崙關: 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桂南會戰崑崙關大捷滕昕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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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戰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米樂文化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光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遠心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2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熊氏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638 殘酷: 不能說的人性真相 橘玲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482 水塘的春天 陳啟淦作; 陳黎枚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7499 白鷺鷥之歌 陳啟淦作; 陸春美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0217 茶園飄香 陳啟淦作; 莊河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0224 高山上的森林 陳啟淦作; 陸春美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0231 哭泣的小河 陳啟淦作; 陳亭亭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0200 企鵝丁丁 陳啟淦作; 陳亭亭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0442 走遍天涯訪關公 朱正明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665 道場與道務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672 教育與領導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689 點道與三寶 蘇俊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082 終結低等勤奮,麥肯錫菁英教你有用的努力 山梨廣一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099 像海洋一樣思考: 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遠方的起點花亦芬著 初版 精裝 2

9789576073472 臺灣有沒有明天?: 臺海危機美中臺關係揭密 James R. Lilley, Chuck Downs作; 張同瑩,馬勵,張定綺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4137 珍愛奧斯汀(全譯本) 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劉珮芳等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784144 小人經: 剖析古代奸臣、小人的震撼之作 長樂老原著; 馬樹全譯註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151 數理化通俗演義套書 兩冊盒裝版＋筆記本 梁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784168 棒球驚嘆句!! 曾文誠, 曾湋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175 環遊世界八十天(法文全譯插圖本)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著; 呂佩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182 一本就懂台灣神明 陳虹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199 宮澤賢治短篇小說集. II 宮澤賢治著;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205 沙與沫 哈利勒.紀伯倫(Khalil Gibran)著; 溫文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212 守弱學: 以弱勝強!最實用的處世智慧! 杜預原著; 馬樹全譯註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84229 拆拆中國史: 原來中國史可以這樣整理 黃國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236 大漢公主 吳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311 曾文誠的私房畫: 美國行×台灣環島的珍藏手繪本曾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328 瘋狂人類進化史 史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342 寫作也是一種修行 鄭栗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359 圖解台灣史 王御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784366 錦繡佳人 雙冊珍藏版 伊莉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原著; 劉珮芳翻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601 基礎理論+精選吐司配方 鄭旭夆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夆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企鵝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企鵝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559 視覺傳達丙級術科題庫解析 蕭韋婷, 張文龍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007 感動Valentino Rossi: 羅西賽車生涯全紀錄 陳昶瑞文; 馬可格蒂提(Marco Guidetti)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526 臺灣虎爺信仰研究及其他 陳益源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0533 詞學面面觀 王偉勇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10540 風傳人間.物說春秋: 臺灣地方風物傳說的踏查與闡述彭衍綸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583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十四屆陳玉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61 設計創價與感性實踐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高宜淓等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54 泛太平洋大學聯盟卓越教學會議 教學創新與社會實踐 論文集. 2016佛光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2496 佛光大辭典 慈怡, 永本主編 增訂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34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與實踐研究. 2016 妙凡法師, 程恭讓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435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與實踐研究. 2016 妙凡法師, 程恭讓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746 星雲大師全集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291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2914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4093 幼兒、兒童、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蔡一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4109 公共管理精論 陳真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24116 行政學百分百(命題焦點暨題庫解析) 陳真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724123 縱橫英文(普考) 郭立編著 初版四刷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教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淡大財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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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批五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里仁

送存冊數共計：1

育才國際文化



9789864724130 司法之書: 縱橫英文 郭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24147 縱橫英文(警察特考) 郭立編著 初版四刷平裝 1

9789864724154 鐵路特考: 縱橫英文 郭立編著 初版四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462 公司法 董謙編著 平裝 1

9789869466479 行政學圖破主義 120分鐘×40DAY 紀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574 警專乙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2244 政府會計. 107版 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8079 警專化學必備 張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0025 貨幣銀行學 何薇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970032 財政學 周群倫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0056 警專甲組入學考試歷屆試題關鍵速解 朱武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0131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 羅正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85 行政法總論(含概要)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77 憲法測驗命題焦點 林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490 犯罪學表解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0575 警察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582 高普行政法概要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599 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12 賞味.作文 金庸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29 公共政策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43 國語文讀本&歷屆試題精解 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50 成本與管理會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67 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35 文化人類學 黃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59 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顏台大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0766 國文(測驗) 金庸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0780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高普考.三四等特考) 古正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97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鐵路特考) 古正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803 會計學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二十版平裝 1

9789864970810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高才訣學 高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827 國文-作文 卓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0858 國考Zero to One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865 國文-作文 卓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0872 司特之書 國文-作文 卓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0889 地政士4 power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0896 4 power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0902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程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19 本國文學概論 殷平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26 教育法規(教甄檢專用) 羅正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33 教育法規大意(初等考專用) 羅正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40 課程教學(含評量與班級經營): 15秒快速解題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57 互動式.憲法(高普專用)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71 互動式.憲法(警察特考專用)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88 行政學葵花寶典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995 高普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08 行政法(概要)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15 高普考稅務法規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22 會計師稅務法規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39 民法物權編概要 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46 政治學申論題庫: 20組經典題型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53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點秘笈 林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1060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高普考)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077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7

志光數位出版



9789864971084 教育綜合專業科目精編 高明, 廖淑雅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71091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107 機械概論(常識) 陳廣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114 警察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121 抽樣方法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138 監獄學綜覽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145 審計學 金永勝編著 第十七版平裝 1

9789864971152 會計師審計學 金永勝編著 第十七版平裝 1

9789864971169 國文: 測驗(高普考)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176 司法特考: 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183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高普考版)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190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司法版)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206 憲法題庫: 24組測驗經典試題(警察版)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213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林清, 王濬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220 監獄學表解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237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混合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244 鐵路特考: 國文-測驗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251 國文: 測驗(警察特考) 卓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282 機械原理概要(大意)(高普考專用) 陳廣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299 社會學析論 畢成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1305 民法(概要)題庫3 Point: 選擇&申論完全攻略 顏台大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1312 行政法申論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1329 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336 行政法(概要)百分百申論題庫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343 公務員法 郭如意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350 國文秒速記憶 田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367 行政法主題式申論&選擇混合題庫Q&A 顏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374 讀好憲法.題庫選擇我(警察特考）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381 鐵路法(大意) 劉奇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971398 行政法概要 林清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1435 回歸分析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442 行政法百分百必考重點秘笈(含憲法、法學緒論、行政程序法-三合一)林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1459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466 細說各國人事制度 郭如意編著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1473 行政法申論題行百分百 林清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1497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申論&測驗題庫 劉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1503 財政學主題歷屆申論題庫Q&A 鄭漢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1527 工程數學(高普考專用) 吳迪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534 電路學讀.解(高普考專用) 陳銘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565 監獄行刑法綜覽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596 主題式教育專業科目 戴帥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19 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試題解析 黃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33 比較教育 羅正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40 公職政治學專用字典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64 公共政策: 獨門暗器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71 拆解政治學歷史年表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88 行政學(大意)秒速解題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95 社會工作 讀.解 戴馨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701 特殊教育: 主題式歷屆題庫分章全解 徐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718 公民秒速解題 林茵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725 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 60個最新時事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732 法學大意秒速解題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749 民刑法總則主題式申論題庫Q&A 陳曄,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756 英文秒速解題 顏弘, 顏國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763 高等會計學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770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主題式混合題庫張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787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1794 土地登記(概要) 薛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1800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完全攻略 蕭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817 運輸學歷屆分章申論題庫解題本 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831 成本與管理會計歷屆混合式焦點題庫Q&A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879 財政學主題式測驗題庫Q&A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893 教育概論 李謙, 彭傑編著 三版二刷平裝 1

9789864971916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測驗&申論完全攻略 蕭強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1923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30 民事訴訟法 林翔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47 最新常用字形字音彙編 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54 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攻略題庫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61 架構式刑法概要混合題庫Q&A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85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 朱武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92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 朱武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05 國文三合一.通通有解 朱武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29 行政學(測驗題庫)解題超簡單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50 農產運銷 陳茂竹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67 刑事訴訟法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111 刑事訴訟法 周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3570 Windows 10輕鬆快樂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87 Word 2016輕鬆快樂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3594 Writer 5.X輕鬆快樂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207 PowerPoint 2016輕鬆快樂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214 Impress 5.X輕鬆快樂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713 天空之王 妮可拉.戴維斯文; 羅拉.卡爾琳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744 白鴨 石川惠理子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751 築地市場: 從圖看魚市場的一天 MORINAGA Yoh文.圖; 賴庭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775 紅忍者 穗村弘文; 木內達朗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487 英國茶道 林瑞萱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1122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1A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作 其他 1

9789864411139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2A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作 其他 1

9789864411146 說一口道地英語,一定要會的英語搭配詞 黃希敏, Marla Hill, 司潔妮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177 臨時一定要會的英語怎麼說 王琳詔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1191 Baby bear looks for happiness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Chian-Ru Yi繪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207 Camping out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Pei-Chin Wu繪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214 Charlie the elephant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Chian-Ru Yi繪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221 One,two,three...fly!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Ying-Jie Huang繪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238 官方頒訂新多益13大情境學習指南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1245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3 Andrey Dubinsky, David Edward Keane, Mike Corsini作 其他 1

9789864411252 3秒開口說旅遊日語 佐藤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269 日本街頭巷尾最常用的日語會話. 實用篇 高橋尚子, 松本知惠, 黑岩しづ可著; 黃富國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26

送存冊數共計：126

宏全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步步



9789864411276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5 Melanie Scooter, Courtney Hall作 其他 1

9789864411283 My First Pinyin!我的第一本發音書(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作 其他 1

9789864411290 My First Pinyin!我的第一本發音書練習本(簡體字版)Yu-Hong Chen作 其他 1

9789864411306 我的第一本漢語(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1313 我的第一本漢語Workbook. 2(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作 其他 1

9789864411320 Ready.Go! Book. 3(student's book) Rita Yu總編輯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344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4 Andrey Dubinsky等作 其他 1

9789864411351 日語生活會話必備700句 棚橋明美, ア二タ.ゲスりング, 岡村佳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368 這500個英文片語你不能不會 錢玲欣責任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375 Outstanding!: Achieving excellence in English. 6 Courtney Aldrich作 其他 1

9789864411382 My action words: English learning series(Activity book)Jo Hsiao責任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399 My action words: English learning series(Student's book)Jo Hsiao責任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405 聯想式單字高頻排行榜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1412 英語萬用字典: 食衣住行字彙百科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429 用日語說出你的感受: 必用180句 清ル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436 國中會考英語閱讀必備解題指南: 試題本 李昭妏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11443 國中會考英語閱讀必備解題指南: 試題本 李昭妏主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11450 A boastful frog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467 Amazing gift for Nick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474 Fish for little Emma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481 Little fox grows up Jo Hsiao, Lisa Chang[執行編輯]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498 Language in social contexts Author Shin-Chieh Hsieh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504 My Biz Trip LiveABC編輯群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511 漢語我的好朋友(簡體字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411528 日語生活會話必備88句型 水谷信子等著; 石學昌中文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535 Come to live book(Latin American) [LiveABC編輯群作]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411542 Come to live book(Latin American) [LiveABC編輯群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1559 Come to live book(Latin American) [LiveABC編輯群作] 其他 第3冊 1

9789864411566 Come to live book(Latin American) [LiveABC編輯群作] 其他 第4冊 1

9789864411573 Come to live book(Latin American) [LiveABC編輯群作] 其他 第5冊 1

9789864411580 Come to live book(Latin American) [LiveABC編輯群作] 其他 第6冊 1

9789864411597 我的第一本漢語(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主編]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411610 我的第一本漢語(簡體字版) Yu-Hong Chen[主編] 其他 第4冊 1

9789864411603 Pepe桑的唱遊世界 Pepe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627 Skilled Reading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634 遊臺中學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641 ドコデモ日本語 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材編輯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4925 銀行招考題庫完全攻略 綜合科目四合一. 2017 宏典文化銀行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4932 就業服務乙級題庫解密 王朝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949 就業服務乙級贏家攻略 王朝明, 許朝茂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4956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柳威廷編著 第15版 平裝 1

9789865644963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柳威廷編著 第12版 平裝 1

9789865644970 證券商業務員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柳威廷, 湘翎編著 第11版 平裝 1

9789865644987 初階外匯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第8版 平裝 1

9789865644994 國民營事業必考國文1000題 得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03 動物生命紀念產業(寵物殯葬)概論 范班超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10 空服員合格攻略 翎雲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27 郵政內勤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重點整理＋精選考題余訢, 得勝, 鍾虹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34 郵政招考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樂達, 周宇, 杰魯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41 保險工作開麥拉: 為什麼周遭的人都跑去做保險劉建宏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58 郵政三法(含概要)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邵之驊編 平裝 1

9789869445665 細說銀行招考邏輯推理: 重點整理+歷屆試題 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9445689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贏家攻略 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2

送存冊數共計：49

宏典文化



9789869445696 信託業業務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劉憶娥編著 第10版 平裝 1

978986948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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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版 平裝 1

9789869483513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題庫解密 余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520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 林崇漢編著 第9版 平裝 1

9789869483537 考猜郵政國文加強版: 閱讀測驗大全 得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9483544 銀行招考徵授信法規與實務: 重點整理+歷屆試題林崇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9483551 理財規劃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湘翎編著 第10版 平裝 1

978986948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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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3575 初階外匯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 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第9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7287 西阿里關采風錄. 2: 社區影像 張忠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4650 故事要瘋傳成交就用這5招 火星爺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136 李欣芸作品選集 李欣芸作曲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6017 含松書會: 陳嘉子師生書法聯展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826 新知研討會養豬飼料及飼養管理研討會. 二. 106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33 新知研討會飼料加工及添加劑研討會. 106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40 新知研討會SANOVO台灣蛋品加工包裝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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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980838 設計.洪新富 洪新富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808 簡單7Steps!30款美味佛卡夏幸福出爐 河井美歩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815 機構木工玩具製作全書 劉玉琄, 蔡淑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822 烘焙大師-岡田流の極上美味: 菓子職人特選甜點製作全集岡田吉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2839 超圖解手作人必學.實用繩結設計大百科 Boutique-Sha作; 陳冠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2846 日常手繪修行: 描佛.繪心.觀自在 田中ひろみ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860 即使坪數小也能不雜亂!: 打造舒適私宅的布置&整理術: 以六大風格提昇空間質感,享受如度假般的日常朝日新聞出版授權;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1717 超級噴嚏象: 郭桂玲童話選集 郭桂玲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24 金蘋果惹的禍: 世界經典傳說24篇 郭心雲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扶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含松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利奇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欣芸音樂製作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辰昕



9789865731731 大海王的10個秘密 林加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48 台灣農場 陳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55 阿嬤的故鄉 陳林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62 青春,在下個街角: 中學生作文集 楊秀嬌主編 平裝 1

9789865731779 島游4.0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86 童話運動會: 荳荳走唱團 九色芬媽咪, 九色芬文; 九色芬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93 媽祖婆乾媽 何元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981 關公心理學 陳昺菎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711 生活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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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04409 Immortal mentor: a warm and inspirational biography of Y. Austin ChangAlexandra Chia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87976 字字珠璣: 細讀路加福音 米爾恩(Douglas J. W. Milne)作; 鄒樂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983 得勝羔羊 弗雷德里克.李海(Frederick S. Leahy)著; 錢越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687990 三位一體 伯特納(Loraine Boettner)著; 趙中輝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703 The study of prayer experience and prayerology by Rebecca Lin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835 基礎義大利語就看這一本: 字彙、慣用語、文法、生活會話康華倫(Valentino Castellazzi)著; 王志弘編校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695 唐詩選箋. 初唐-盛唐 李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59 唐詩選箋. 中唐-晚唐 李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73 俄語能力檢定「辭彙與語法」解析(第一級B1) 張慶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880 從小康計畫到共好社會 葉至誠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9499897 英語辭彙不NG: StringNet教你使用英文同義字. III李路得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4057 魚雁往來見風義: 從師生書信讀人生智慧 林政華, 林萬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163 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洪淑苓, 黃美娥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354 世界漢俳首選 段樂三, 林爽合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453 記得我曾經存在過 柯彥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69 毛澤東與歹托邦 康正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590 青山依舊在: 大邱文集 大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06 自然有詩 李桂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20 文學動起來: 一個應時文創的新藍圖 周慶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44 我反對多元文化,有時候 王盈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68 詩海星光: 海星詩刊選集 莫云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68 詩海星光: 海星詩刊選集 莫云主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3264675 大寒流 落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682 遲熟之果: 中國戲劇發展與反思 曾紀鑫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秀威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冠彩色製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我是角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宏冠



9789863264699 永遠不敢伸出圍牆: 何郡詩集(2000-2011) 何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05 王羅蜜多截句 王羅蜜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12 黃里截句 黃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29 方群截句 方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36 蕓朵截句 蕓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43 忍星截句 周忍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50 靈歌截句 靈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67 航向星海的列車 羽尚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74 根本與世僕: 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 鹿智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74 根本與世僕: 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 鹿智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74 根本與世僕: 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 鹿智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81 海上的眼淚 曾湘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798 我的罪: 西楠現代詩作選集. 2005-2017 西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04 向明截句: 四行倉庫 向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35 阿海截句 寧靜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42 包租女王: 美國房屋租賃贏家實戰錄 Mia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59 品.味 蔡知臻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66 邊境巡航: 馬祖印象座標 方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73 貓的眼睛 曾美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97 一切水月一月攝: 論宗教多元思想 歐陽文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27 鹽酸草 王羅蜜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34 陌鹿相逢 葉莎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52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來. 4: 55個強化人氣公式,把有緣人變成自己人.萊拉.郎德絲(Leil Lowndes)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251 新圖解生理學 Robin R Preston, Thad Wilson作; 李安生等譯 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599 揮霍的上帝: 恢復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希望之聲編譯小組譯修訂一版精裝 1

9789869453707 揮霍的上帝小組討論手冊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山姆.沙瑪斯(Sam Shammas), 凱西.凱勒(Kathy Keller)著; 趙剛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9453745 底波拉媽媽與睡睡熊女兒的101則超自然對話 林羿翧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53752 同祢 患難與共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趙剛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53752 同祢 患難與共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趙剛譯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426 恰到好處的關心: 這樣說,幫助親友面對挫折、傷痛與低潮凱西.克洛(Kelsey Crowe), 愛蜜莉.麥可朵威爾(Emily McDowell)著; 崔宏立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433 如果那時候好好說了「對不起」: 人人都要學,一堂修補人際關係的入門課海瑞亞.勒納(Harriet Lerner)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440 我跟你一樣絕望,我是你的心理醫師 琳達.嘉絲克(Linda Gask)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078 邁向正覺(一) 趙玲子老師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85 邁向正覺(二) 張善思居士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9092 邁向正覺. 三 許坤田居士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509 邁向正覺. 四 劉俊廷居士等合著 初版 0 1

9789869565516 邁向正覺. 五 林洋毅居士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6

李茲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838 林樹蔓草: 李茂成近作選集 李茂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32779 六祖法寶壇經(注音版) 宏道編輯部整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577 長期照顧與產業發展之研究 陳燕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513 得意逍遙: 書畫名家作品系列.胡九蟬 胡九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31520 清風明月: 林章湖水墨展 林章湖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91408 土耳其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林穹鷗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15 沖繩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林倩伃,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22 上海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陸韻葭,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39 首爾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46 京阪神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53 大阪神戶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60 日本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77 長灘島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李思嫻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484 九州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林惠櫻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07 義大利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林玉緒,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14 峇里島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林柏壽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21 倫敦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Double L., 觀光客不知道的倫敦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38 東京下町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林倩伃,张奉仙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45 新加坡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Jane,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52 東京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Manning Tokyo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69 澳門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曹憶雯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76 德國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83 搭地鐵玩新加坡重裝炫新版 戴鎂珍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590 巴黎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廖苑伶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06 奧捷匈玩全指南重裝炫新版 陳秀琦,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13 第一次自助遊東京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20 第一次自助遊紐約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柯宇倩, 陳潤芝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37 搭地鐵玩紐約重裝炫新版 穆學理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44 搭地鐵玩曼谷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51 第一次自助遊新加坡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68 搭地鐵玩京阪神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75 第一次自助遊峇里島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林柏壽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82 第一次自助遊澳門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曹憶雯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699 第一次自助遊香港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古育敏, 陳世強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05 搭地鐵玩東京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12 搭山手線玩東京重裝炫新版 林倩伃, 張奉仙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29 第一次自助遊九州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林倩伃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宏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健康照顧社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群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宏道文化



9789863491736 第一次自助遊日本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吳秀雲,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43 第一次自助遊美國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李思嫻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50 第一次自助遊首爾超簡單炫新重裝版 余靄聯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67 搭地鐵玩首爾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74 搭地鐵玩香港重裝炫新版 行遍天下記者群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81 搭地鐵玩倫敦重裝炫新版 吳宜家文字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91798 好評の宿 劉綵荷等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78423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Gerry du Plessls[編] 1st ed. 其他 第7冊 1

9789574778430 eSTAR student book 施錦雲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78447 eSTAR student book 施錦雲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78461 Beyond the sky Student Book Gerry du Plessls[編]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315 虎爺幫幫忙!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9409322 布朗克卡住了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9322 布朗克卡住了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9339 Pandas Love Fruits 初版 精裝 2

9789869409346 雀哥幫幫忙!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1254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5931261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5931278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7汪楷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513 魔鏡國 Jin Lin作 其他 1

9789866356520 魔鏡國(簡體拼音版) Jin Lin作 其他 1

9789866356537 魔鏡國(香港拼音版) Jin Lin作 其他 1

9789866356544 The kingdom of magic mirror Jin Lin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511 a touch of Shauba Chang[作] 精裝 1

9789869359528 ANOTH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chief editor / art direction Shauba Chang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844 安心手作x黃金比例天然酵母包子饅頭 謝煒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851 開家賺錢的咖啡館 楊海銓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6199868 莊雅惠好好調養你的五臟 莊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5222 電腦嚴選新多益NEW TOEIC必考單字 張芷華, 蔣志榆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我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妙蒜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吳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40

何嘉仁



9789865785239 高國華的7000單字 高國華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246 用片假名學好日文 高田幸典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789 超高命中率全民英檢GEPT初級滿分攻略[初試]林文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871 環遊世界必備英語會話 William Ry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901 超高命中率新多益單字+片語+文法 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925 躺著背NEW TOEIC新多益單字(新多益單字躺著背+唸整句加強版)蔣志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932 用「英文單字」和外國人聊啊聊不完! 陳子李, Dennis Pen Warren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994 用日語,遇見最美麗的日本: 玩遍47都道府縣這本就GO蔡麗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648 超高命中率全民英檢GEPT初級滿分攻略[複試]林文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655 用400個英文句型聊遍全世界: 就算英文菜,溝通也能無障礙喬英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662 用左右腦全圖解背新多益單字 李鈺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1686 超高命中率NEW TOEIC新多益閱讀攻略+試題+解析薛詠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814 要抄,就抄最強的英文E-mail 韋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821 61億人都在看的英文閱讀技巧 張雅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852 神問、神回、零思考一秒開口說英文 劉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7876 全世界都在用的英文常用短句 滕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7883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寫作高分祕笈 James Brown, Hanna Hu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890 商務英文大解密 Clare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0119 成為英語會話人的90條英文公式 蔡世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0126 超高命中率GEPT全民英檢初級單字+文法+片語喬英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0133 地表最強英文單字: 不想輸,就用「格林法則」背10,000個英文單字楊智民, 蘇秦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140 地表最強日語會話15,000 麥美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195 一定會考的2018全新制多益選擇題1,000: 就算是用猜的,都要比別人強!我識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703 心旅行旅人香 李少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527 泉州磁灶陶師來臺歷史傳承: 文生窯 賴秀桃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599 愛情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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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7119 自然農(第1次栽培全圖解): 向大自然學種菜!活化地力,最低程度介入的奇蹟栽培法鏡山悅子著; 岩切澪、蔣汝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7126 懶人農法第1次全圖解【5周年暢銷經典版】: 與自然共生的樸門設計,教你種出無毒蔬果,打造迷你菜園、綠能農舍設樂清和審定; 嚴可婷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043 行銷學 曾光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326 莊子及其文學 黃錦鋐着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463 國貿業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教戰守策 張瑋著 修訂十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64454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春日みかげ作; shaunten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6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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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青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和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宏藝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藝廊



9789863564478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64485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EX, 獅子王所見之夢長月達平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492 血翼王亡命譚. 1, 祈刀的亞爾娜 新八角作; 王啟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508 贅婿. 貳之玖, 瑞血豐年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515 贅婿. 貳之拾, 見群龍無首,吉 憤怒的香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539 鐘樓愛人電視劇改編小說 東森創作原創; 溫喜樂改編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546 SE-X神秘檔案 歡迎來到齋條東高中「超自然現象☆探求社」!五十嵐雄策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553 玉高社交舞社歡迎您 三萩せんや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560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大森藤ノ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64577 黃昏街不殺生的暗殺者 寺田海月作; 張凱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584 劍魔劍奏劍聖劍舞 嬉野秋彥作; 許國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64591 學園陰陽師: 高中生,安倍春明。踏上了陰陽師之道.黑狐尾花作; 李殷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614 Campione弒神者. 19, 魔王內戰 丈月城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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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冊 1

9789863564638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level.10, 無法傳達的情歌十文字青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64652 就算只是虛假御也沒關係. 1 渡辺恒彥作; 陳柏安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64669 傭兵團的伙房兵 川井昂作; akir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913 酒書九章: 飲者心靈聖典 袁紅冰著 平裝 1

9789869373920 共產黨批判與中國之命運(長篇政論) 一言著 平裝 1

9789869373937 張發奎口述自傳: 中華民國第四任陸軍總司令回憶錄張發奎口述; 夏連蔭訪談; 胡志偉翻譯 精裝 1

9789869373944 讓自由台灣成為壯麗的國家: 袁紅冰自主代撰文集袁紅冰作 平裝 1

9789869373951 人類大劫難: 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 袁紅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273 English for College Students Leve1. A Tiana Vazquez, Tanya Lin作 其他 1

9789869364997 空中美語國中全方位講義 James Ming[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422925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2冊 1

9789869422901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3冊 1

978986942297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4冊 1

9789869422956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5冊 1

9789869422918 Howdy student book. 3 Torch Pratt, Trudy Barnes, Tanya Li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22932 文化與全球化的交響樂章. D 黃宣穎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2949 文化與全球化的交響樂章. B 黃宣穎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2963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2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46310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6冊 1

9789869422994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7冊 1

9789869446303 Zoom in: listening & speaking Gabriel Benn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46327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3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46334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8冊 1

9789869446365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39冊 1

9789869446358 Howdy student book. 4 Torch Pratt et al. 1st ed. 平裝 1

9789869446372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0冊 1

9789869446389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1冊 1

9789869446396 國中教育會考: 全真模擬試題 空中美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42冊 1

9789869477505 空中美語國中全方位講義 James Ming[主編]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477512 字彙即時通Level 5 陳建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529 Build the Bridge(A) Authors Whitney Zahar, Patrick Woods, Tanya Lina1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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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23

空中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空中美語文教



9789869528511 Reading Time: A Srategic Approach to Reading in English空中英語教室教師群, 陳思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784 迷霧之子: 執法鎔金: 自影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李玉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06 千年之咒. 3: 永生. 完結篇 丹妮爾.詹森(Danielle L. Jensen)著; 高瓊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20 刺客系列〈蜚滋與弄臣〉最終部3 刺客命運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63437 刺客系列〈蜚滋與弄臣〉最終部3 刺客命運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548 產業設計行銷與創意商品創新服務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7黃秀梅編輯 平裝 1

9789866415548 產業設計行銷與創意商品創新服務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7黃秀梅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388 謝秀琴老師慈善邀請展作品選集 東方設計學院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604 洞見生命實相: 大念處經講記 迦諦喇禪師(Sayadaw U Zatila)講述; 曾國興中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4604 洞見生命實相: 大念處經講記 迦諦喇禪師(Sayadaw U Zatila)講述; 曾國興中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49870 東京書店奮鬥記 岩重孝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323198 通靈童子完全版最終公式導讀mentality 武井宏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3374084 昨日之歌 冬目景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52069 MAJESTIC PRINCE 莊嚴皇子 新島光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5741 He is beautiful. 天禅桃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8131 吸血鬼同盟. II, SCARLET ORDER 環望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992 群青戰記 笠原真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118 朋友X怪獸 乾良彥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294 灼熱的桌球娘 朝野櫓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5833 愛妹關係 堂本裕貴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7370 La Stravaganze: 異彩之姬 冨明仁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8025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628506 真空包裝! 橫槍メン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0646 做得真是太好了。 佐藤ZAKURI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3291 終極感應 たかしげ宙, DOUBLE-S作; 李彥樺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1093628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4格同人合集 オ力ヤド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1322 產科醫生鴻烏 鈴ノ木ユウ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558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02817 交錯的想念 咲坂伊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354 粗點心戰爭 コトヤマ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4620 你聽到了嗎? 橋本あおい作; 江荷偲譯 平裝 1

9789864704965 4D: 四度空間 汐里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327 怪人幼稚園 新貝田 鉄也郎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631 讓人心痛的戀愛遊戲 小野アン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7584 靈裝戰士 田中靖規漫畫; CAPCOM監修.協力;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7898 妳死亡的夏天 大柴健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8109 你這種傢伙我不想要 立野真琴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心禪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東方設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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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幻基地



9789864708185 撒哈拉王子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8734 魔王育兒記 飯島浩介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250 名為戀情的不潔之紅 河野裕作; 王昱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9403 不懂愛的管理員 御子柴トミイ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709625 噬暗巫女 丈山雄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047 教師的純情 學生的慾望 新條真由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672 寄給你情書的緣由 風緒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0702 日報群雲浪漫 真生るいす作; 郭明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0719 就算天亮了 まさお三月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0788 荒木飛呂彥的漫畫術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21198 小智是女孩啦! 柳田史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310 水手服王牌 重野秀一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860 就是討厭才可愛100倍 豚田も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2324 件的詛咒 渡边潤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2447 飛蛾撲火的貓 フジマコ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22577 蠟筆小新防災手冊: 地震了!只有我一個人怎麼辦?臼井儀人原作; 永田宏和監修; 許任駒譯 平裝 1

9789864822591 蠟筆小新動畫版. 53, 游刃有餘的女演員?役津栗優篇臼井儀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2607 燦爛耀眼的戀人 淺井西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2614 可以相擁而眠的戀人 淺井西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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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823710 特務教官 中島三千恒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3765 吟詠花戀 夏目維朔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789 INFERNO地獄 高殿円原作; RURU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434 手掌心的熱度 北野詠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465 九曜: DefenD 9 Triggers 小野大輔, 近藤孝行原作; 小林裕和腳本; 塩沢天仁志作畫; 林志昌譯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618 BLT偶像情人 吉田ゆう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4731 香菸糖 嶋二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24786 他是一把軟性的鎗 間宮法子作; 楊永婷譯 平裝 1

9789864824854 GELATERIA SUPERNOVA キタハラリイ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24861 借一下你的手 佐久本あゆ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5110 勉強可以吃 九条AOI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5684 戀愛與謊言 Musawo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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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826292 網遊也可以這麼仙 貓邏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315 東津萌米.穗姬 值言作 平裝 1

9789864826445 今晚老地方的酒吧見 青山十三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26452 我是腐女子, 那傢伙是百合宅 アジイチ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612 彼岸之石 あき作; 沈易蓁譯 平裝 1

9789864826674 秘密的戀愛感覺 松吉アコ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6698 替代的愛 上川きち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6742 老師其實是肉食系的!? トモエキコ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6872 七大罪Production 坂元千笑,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6889 七大罪Production 坂元千笑,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902 將太的壽司. 全國大賽篇精華版最終決賽!10道菜對決之卷寺沢大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6971 隱瞞之事 久米田康治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220 田園生活A+ KAMIKI[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827329 四疊半的驅魔師 リカチ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374 危機.少女 吉川ヒロア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381 危機.少女 吉川ヒロアキ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398 魔導書之庭 はる桜菜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404 魔導書之庭 はる桜菜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459 閉上眼睛吧、星野。 永椎晃平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510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210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8937 振翅吧!猛禽公寓 寿ト口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8975 情色小說家 丸木戶マ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28999 就這樣今晚又失眠了 上田にく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9040 烙印勇士公式導讀手冊 三浦健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29071 再見遊戲 南月ゆう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9088 孤注一擲的兩人 橋本あおい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9095 Kiss與正義 立野真琴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9101 有去無回的國度 大槻ミウ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29248 Im: 大神官印和闐 森下真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446 魔女的心臟 matoba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538 思春期的鋼鐵少女 渡辺靜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637 火拳 藤本タツキ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774 從再見開始 上川きち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29873 ΦRulE こうじま奈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60104 佐藤君的魔界高校白書 金色瑞西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135 即使化成了灰 鬼八頭かかし作; 王薇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0456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60760 黑之召喚士. 1, 被封印的惡魔 迷井豆腐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864860791 空氣少女Air艾兒 風聆作 平裝 1

9789864860968 神秘巨人阿瓦斯 光永康則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002 被囚禁的靈魂 駿河匕力ㄦ作; Shio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408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1668 魔物娘的同居日常 オ力ヤ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61811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 遠藤ミド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2030 無畏之星☆羅曼史 極楽院櫻子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2061 不倫食堂 山口讓司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2320 新手社長的全勝遊戲. 1, 王牌使用守則 ツガワ卜モタ力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862368 人造生命體與美麗新世界. 1 緋月薙作; 林佩鈺譯 平裝 1

9789864862948 案件來了啦! 安田剛助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105 戶外的情色作家 日野雄飛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63228 任俠SWEETS あきば じろぉ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63235 又不是只有甜蜜而已。 八川キュウ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3242 獸人男友的獨占慾 東野海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63259 執事與少爺 縁々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63310 戀愛萌犬汪汪叫 ナナイタカ作; 趙秋鳯譯 平裝 1

9789864863440 銃夢火星戰記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3518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63846 回憶戀心. 2 ゆくえ萌葱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63853 VEGE的頻道 津軽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3976 一個人也能活下去!. 1: 自以為是的獨行俠與高嶺之花暁雪作; 郭蕙寧譯 平裝 1

9789864863990 關於人類是最強種族這件事. 1, 與精靈老婆在異世界展開慢活人生柑橘ゆすら作; 張玉宣譯 平裝 1

9789864864355 半壞之花 早寢電灯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4386 男男分手專家 柏木真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447 CRACK STAR 倉橋卜モ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4577 白金終局 大場鵣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64584 七龍珠: 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706 原來我家是魔力點. 1, 只是住在那裡就變成世界最強あまうい白一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64720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812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宮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829 蒼耀的操偶師 翼翎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843 迷路小瑪在萬金 值言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966 S與M的藉口 名原しょう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4973 FAIRY TAILS魔導少年S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997 熱帶異鄉人珠寶店 夏目維朔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5024 終末的後宮 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147 風夏 瀨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65208 烙印勇士 三浦健太郎作; 磊正傑譯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65260 東京男孩下鄉去 高昌ゆり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864865840 東津萌米.穗姬 值言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6007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6472 時間支配者 彭傑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502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8冊 1

9789864867271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67332 攻心唯上Act. 4,暗戀是甜蜜的傷痕 草子信作 平裝 1

9789864867349 第一女盜 一世風流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7356 Kirum鏡像的彼方 上絕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370 雙向作用 靈涓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394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 XIV, 虹色碎片 ツ力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864867400 無屬性魔法的救世主 武藤健太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417 將奴隸精靈打造成英雄!從末日開始的世界延命法step1秋月煌介作; 李逸凡譯 平裝 1

9789864867424 流浪勇者與金幣共舞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林以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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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867448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7462 聖樹之國的禁咒使 篠崎芳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7479 王子降臨. 2, 王子再臨 手代木正太郎作; 陳幼雯譯 平裝 2

9789864867486 雙星之陰陽師: 天緣若虎 田中創, 助野嘉昭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67493 魔法藥水救救我 岩船晶作; 江清雅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7509 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活. 1: 我住的島上冒出異世界鷲宮たいじん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864867516 進化果實: 不知不覺踏上勝利的人生 美紅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7523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7547 治癒魔法的錯誤使用法: 奔赴戰場的回復要員 くろかた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8599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8605 福禍少年 岳印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8612 配角X3 宇文風[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9060 魔王難為. II vol.02, 冥都天鉞之死 紅淵作 平裝 1

9789864869084 盜命賊 平和万里作 平裝 1

9789864869091 等級封頂的最強劍聖女碧翠斯也有弱點: 其名為「噗噗」鎌池和馬作; 周庭旭譯 平裝 1

9789864869107 排球少年!!小說版!!. VIII, 舊的一年與新的一年 古舘春一, 星希代子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69114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69121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宮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138 精靈幻想記. 7, 破曉時分的輪旋曲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864869152 女高中生店長的便利商店一點也不好玩 明坂綴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176 魔彈之王與戰姬 川口士作; 偽善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69183 中了40億圓樂透的我要搬到異世界去住了 すずの木くろ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9206 結束10年家裡蹲生活的我,一打開家裡的大門……1, 居然連人帶屋轉移到了異世界坂東太郎作; 蕪村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69213 我拯救太多女主角引發了世界末日!? なめこ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69251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3, 他會調教精靈族公主,並打敗世界最強。刈野ミカ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864869268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9275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 薑汁豬肉x傳說魔獸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864869299 魔女遊戲 銀甫[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4869633 火人FEUERWEHR 羊寧欣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579652070 軍師無所不知 タン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9652155 英雄教室 新木伸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1495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4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395 我可以加入你的俱樂部嗎? 約翰.凱利文; 史蒂芬.拉伯利斯圖; 黃又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401 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 碧翠絲.阿雷馬娜文.圖; 吳愉萱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010 深心豪素: 青田書學會二十五週年會員聯展作品集蔡金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79010 深心豪素: 青田書學會二十五週年會員聯展作品集蔡金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82

送存冊數共計：186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田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10608 魔法水果塔: 名店不敗美味 吳佩蓉(Gra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646 餐桌炒飯的五十種科學原理 和平美食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660 蛋糕烘焙: 第一次就成功 王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677 一撕即卸!指尖玩彩 Fun彩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691 泰好吃!道地泰熱炒X炒飯,一吃上癮 陽光美食編輯部, Sangdad Publishing作; 謝明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14 全圖解長照居家醫學大百科 梅澤佳裕監修; 賴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21 冰盒造型餅乾: 只要揉、冰、切、烤,烘焙新手也能輕鬆做出可愛造型餅乾!Jamie(賴琬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45 餅乾烘焙: 第一次就成功 王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52 冒險癮!在台灣一定要體驗的十件事 李31, 董珮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76 享受吧!一個人的環遊世界: 勇敢歸零去冒險,踏出夢想的第一步陳靖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83 免換鍋!一鍋到底世界飯: 燉.炊.蒸.煲.拌.炒,60道米飯料理,極速上桌!One Life煮婦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790 地表最強食補聖品百味豆腐 蔬果女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13 史上最強美體天后利用伸展打造完美曲線 陳鈴Jessic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20 史上最完整1000種全食物營養大圖鑑 好食材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37 3D超合體!宇宙戰隊立體摺紙書 李東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51 麵包烘焙: 第一次就成功 王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68 蛋糕裝飾: 第一次就成功 王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75 一襪到底!可愛Q娃DIY 馬祥靜(帥帥媽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82 小資女上班辛辣塗鴉記 小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99 法國點心大師的美味甜點 弗羅虹斯.艾戴勒曼作; 高育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899 法國點心大師的美味甜點 弗羅虹斯.艾戴勒曼作; 高育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05 免換鍋,一鍋到底義大利麵 Winnie(范麗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12 翻糖裝飾: 第一次就成功 王森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29 一日一魚料理食譜 Sangdad Publishing著; 林璟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36 在家製手工常備醬: 156種完美比例醬汁 Joy(吳瓊寧)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43 自學手繪水彩: 29堂基礎筆法示範,60種配色技巧,看到什麼都能畫崔閨惠作; 葛增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50 川合式開腳伸展操 川合利幸作; 陳雯凱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10967 金蘋果川字腹肌線 金垠廷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74 手工水果冰棒: 日韓賣到瘋,熱銷千萬支 尤品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81 全圖解經絡穴位對症手針 郭順愛著; 鄧佩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998 免烤箱!冰盒蛋糕: 只要拌、疊、冰即可完成41種冰涼蛋糕李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01 上班族伸展運動 王嗣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18 成功vs.失敗蛋糕聖經製作書 黃東慶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574 聖一老和尚略傳 平裝 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334 北歐萬有理論:北歐人本v.s美國夢, 美好生活的終極探求安努.帕特能(Anu Partanen)著; 洪慧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341 咖啡的一切: 咖啡迷完全圖解指南 河寶淑, 趙美羅著;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024 你所不知道的國府黃金(1937-1950) 戴學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0477 學習臨床推理 Jerome P. Kassirer, John B. Wong, Richard I. Kopelman原著; 鄭昌錡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波多西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2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宜禾學佛園地



978986564053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 2017 曾健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54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 2017 曾健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55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一). 2017 曾健華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56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第1冊小兒科. 2017葉昌泰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57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第2冊皮膚科. 2017陳昱璁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58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第3冊精神科. 2017周伯翰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59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四)第4冊神經內科. 2017曾健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606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7 陳昱璁等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613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7 陳昱璁等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620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7 陳昱璁等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637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7 陳昱璁等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644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7 陳昱璁等編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40651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五). 2017 陳昱璁等編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40668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7 林立德等編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40675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7 林立德等編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40682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7 林立德等編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40699 First Choice國考分科詳解: 醫學(六). 2017 林立德等編著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40705 人文學學習路上: 醫學人文博物館體驗學習實踐經驗醫學人文博物館醫學系學習群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0736 急性中毒救命術AILS 社團法人臺灣急診醫學會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70420 藥田喜妻 夜纖雪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437 粉黛未央 微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451 粉黛未央 微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468 粉黛未央 微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475 粉黛未央 微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444 粉黛未央 微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482 傻妃太逍遙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499 傻妃太逍遙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505 傻妃太逍遙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512 傻妃太逍遙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529 傻妃太逍遙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536 傻妃太逍遙 唐夢若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543 花田柴米妻 夜纖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550 花田柴米妻 夜纖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567 花田柴米妻 夜纖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574 花田柴米妻 夜纖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581 一笑妖嬈傾天下 莫言殤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598 一笑妖嬈傾天下 莫言殤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604 一笑妖嬈傾天下 莫言殤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611 一笑妖嬈傾天下 莫言殤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628 絕妃膳類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635 絕妃膳類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642 絕妃膳類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659 絕妃膳類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666 絕妃膳類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673 絕妃膳類 微漫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680 繼妻,逆轉勝!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697 繼妻,逆轉勝!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703 繼妻,逆轉勝!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710 繼妻,逆轉勝!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727 繼妻,逆轉勝!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734 繼妻,逆轉勝! 狐天八月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741 將軍的特務福妻 陌上柳絮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758 將軍的特務福妻 陌上柳絮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東佑文化



9789864670765 將軍的特務福妻 陌上柳絮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772 將軍的特務福妻 陌上柳絮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789 將軍的特務福妻 陌上柳絮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796 將軍的特務福妻 陌上柳絮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802 掌珠 意遲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819 掌珠 意遲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826 掌珠 意遲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833 掌珠 意遲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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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73134 FORMOSA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第七屆陳心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024 運動教育之理論與實踐: 國際體育課程模式新視野潘義祥主編; 周宏室等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428 e通高中數學講義(升高一銜接課程教材) 林廷熹, 林廷樂, 蘇良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39435 e通高中解析數學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9442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39459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複習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439466 e通高中數學講義(數甲、數乙合訂本)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9473 e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三冊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39480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9497 全國明星高中月考試題面面觀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五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47604 e通高中數學講義總復習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952 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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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60576 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 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堅贊才旦, 許韶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030 露露菈菈的迎賓甜塔 安晝安子圖.文;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5047 童話森林. 6, 來聽故事囉!36個童話奇旅 巴斯卡.海德琳(Pascale Hédelin)等文; 葛蕾琴.馮.S.(Gretchen Von S.)等圖; 詹舒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311 阿拉丁與......神燈呢?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ilnowski)著; Miki繪;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342 小蜜蜂找新工作? 莫伊諾.霍克(Moynul Hoque)作; 吳羽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1359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神與人 孫慧伶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1366 變成糖果屋主角!?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著; MIKI繪;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373 太多胡蘿蔔了! 凱蒂.哈德森(Katy Hudson)文.圖; 吳羽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1380 我才是國王 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s)作/繪; 吳羽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1397 希臘羅馬神話. 愛情的神話篇 孫慧怜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42

明志科大經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利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735 日本語能力試驗N3文法總整理 河村美智子, 陳美姬, 黃桂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742 ドリル&ドリル日本語能力測驗N4文字.語彙/文法/読解/聴解星野惠子, 辻和子著 其他 1

9789866020759 大学生の職業選択に影響を与える諸要因 吳致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766 形容詞の程度性 陳連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3019 金門傳統建築祈禳圖飾 葉鈞培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8863019 金門傳統建築祈禳圖飾 葉鈞培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9313 無以名之的風景: 張國治詩畫集 張國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206 金門沙美內閣三忠廟甲午年奠安紀念專輯 黃瑞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70213 金門沙美內閣三忠廟甲午年奠安紀念專輯 黃瑞華等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501 赤毛族.甜蜜這條街.大溪 陳美君, 溫國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2777 與文明的對話同行(簡體字版) 陳疏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289 宇宙間的符號: 將難經變為易經 太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974296 宇宙間的符號: 將難經變為易經 太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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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743386 森林照相館 李時遠文圖; 許延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492 奔跑吧!燒肉弟弟! 塚本靖文圖; 謝依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08 穿長靴的狗 寶拉.麥特凱夫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15 青蛙好生氣 馬克斯.維爾修思文圖; 黃筱茵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39 鼴鼠的煩惱 金祥謹文圖; 許延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84 雷神索爾: 非凡龍的傳說 亞力珊卓拉.衛斯特故事; 西蒙.包方提諾, 羅伯托.狄.薩波, 托馬索.莫斯卡丁尼繪圖; 哎噗噗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735 區域整合的機遇與挑戰 蔡明彥, 楊三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759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創意故事腳本與文化攝影記錄: 快樂學習與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766 衛星遙測影像的分析與應用 張政亮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0773 有限訊息下的賽局策略 李陳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780 START學習指南系列: 房務人員 America Hotel & Lodging Educational Institote原著: 陳冠伶, 奇果創新翻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林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叔叔妹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治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金門文藝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門沙美萬安堂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門及時雨文史工作室



9789869470797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海洋環境教育與微控制器連結: 快樂學習與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706 松社風義錄 翁正雄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195 元氣米米的心願 李赫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69572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8, 世界之謎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9589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9, 電腦與網路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69596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0, 災害與防護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8206 我可以成為潛水員 Amalia Giannikou作; Susanna Amatti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8213 我可以成為動物飼育員 芙蕾亞.伍茲(Freya Woods)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8220 我可以成為糕點師 芙蕾亞.伍茲(Freya Woods)作; 提諾.桑塔那克(Tino Santanach), 瓦金.卡尼薩雷斯(Joaquin Canizares)繪;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8237 芭比姐妹之狗狗大冒險 克莉斯汀.L.德布肯(Kristen L. Depken)改編; 艾米.沃夫朗(Amy Wolfram)劇本; 蘿拉.李(Lora Lee)繪圖;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8244 芭比之特務小組 瑪麗.迪爾沃斯(Mary Tillworth)改編; 瑪莎.格里芬(Marsha Griffin), 凱西.阿諾德(Kacey Arnold)劇本; U1kutay設計公司繪圖;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8251 芭比之夢托邦 維多利亞.莎克遜(Victoria Saxon)改編; 派翠克.伊安.摩斯(Patrick Ian Moss), 查理.皮肯斯(Charles Pickens)繪圖; 陳筱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398268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2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8275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1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8282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4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98299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3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4057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44064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44071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44002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44019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44026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44033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44040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44088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44095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60200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60217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60224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60231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0255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60262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60248 佛陀的晚安故事. 1, 嫉妒與吝嗇 冶夢(Ye` Marn)圖文; 陳海源, 許雙秋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60279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60286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530156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60293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530101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530118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530125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530149 植物大戰殭屍: 唐詩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530132 芭比: 公主的美麗冒險故事集 克莉斯汀.L.德布肯(Kristen L. Depken), 維多利亞.莎克遜(Victoria Saxon)改編; 歐克泰設計公司等繪圖; 陳筱花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0163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530170 植物大戰殭屍: 成語漫畫 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530187 芭比: 我有一個閃亮夢想故事集 戴拉.紐伯格.賽伯拉岡(Devra Newberger Speragen)等作; 戴納蒙.利米堤(Dynamo Limited)等繪圖; 鄧捷文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43

舍季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松社詩學會



9789572849712 成就自己.福利眾人 謝瑞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8935 構圖.台灣: 視覺藝術創作徵件入圍作品集. 2017阿波羅畫廊 財團法人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348 學領導 馬歇.葛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著; EMBA雜誌編輯部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820 全盤整合課程. 學生手冊 Ra Uru Hu著; 喬宜思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40 亞洲大學校務研究資料庫字典 亞洲大學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著 平裝 1

9789866395888 PBL自主學習社群成果輯. 2017年 廖淑娟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395918 生活法律風險管理. 四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3032 無極之美: 趙無極回顧展 王哲雄等文稿 初版 精裝 2

9789869003049 無極之美: 趙無極回顧展 蔡進發總編輯 再版二刷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64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 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895 在文學中遨遊: 學生生命閱讀與書寫優良作品集陳正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901 書寫苑景. III: 亞洲大學三品書院活動全記錄. 105學年度林怡君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1020 米米遇見書 周逸芬文; 陳致元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22601 余光中詩畫集 余光中文; 咫山, 烏貓, 徐素霞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2632 圖書館獅子 蜜雪兒.努森(Michelle Knudsen); 凱文.霍克斯(Kevin Hawkes); 周逸芬譯精裝 1

9789869522656 歡迎光臨天堂小鎮 葉安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7605 小妻嫁到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612 小妻嫁到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629 小妻嫁到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636 小妻嫁到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643 小妻嫁到 慕童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698 情定悍嬌妻 新蟬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704 情定悍嬌妻 新蟬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711 情定悍嬌妻 新蟬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728 情定悍嬌妻 新蟬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人類圖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波羅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河顧問



9789863287735 情定悍嬌妻 新蟬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742 犀利傲妻 青黛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759 犀利傲妻 青黛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766 犀利傲妻 青黛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773 犀利傲妻 青黛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780 犀利傲妻 青黛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797 醫門獨秀 煙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803 醫門獨秀 煙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810 醫門獨秀 煙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998 寂寞芳心 約翰.哈威(John Harvey)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04 慈悲 路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20 海峽兩岸融滲式教學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三屆詹雅能, 王玫編輯 平裝 2

9789869471237 穿梭三世紀: 悠遊臺灣番社圖 林惠娟等著 平裝 1

9789869471237 穿梭三世紀: 悠遊臺灣番社圖 林惠娟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4917 台灣近代陶瓷盆. 第二輯 蔡世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901 李奇茂大師暨采風堂門人慈善邀請展作品畫集謝秀琴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799 大提琴樂理課. 1 陳加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3799 大提琴樂理課. 1 陳加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300 教音階琶音終止式(超圖解) 陳加容編著 平裝 1

9789869489300 教音階琶音終止式(超圖解) 陳加容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013 即刻起跑: 路跑賽事工作手冊 黃妍榛, 伍文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1013 即刻起跑: 路跑賽事工作手冊 黃妍榛, 伍文海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583 大秦帝國的那些事. 卷2, 戰國縱橫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590 大秦帝國的那些事. 卷3, 征戰六國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606 東漢原來這麼變態全集. 卷一, 光武中興.明章之治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613 後宮那些羞人答答的艷事 巫解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620 東漢原來這麼變態全集. 卷二, 三權詐鬥.天下大亂月望東山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637 明朝其實很有趣全集 霧滿瀾江著 第1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921651 明朝其實很有趣全集 霧滿瀾江著 第1版 平裝 卷2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明彥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松品盆栽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風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18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



9789865921644 大秦帝國的那些事. 卷4, 帝國崩滅 晴空亂流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0021 非洲大戰略 林自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420021 非洲大戰略 林自強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3973 前瞻計畫的不動產實戰與分析. 大高雄篇 陳國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1891 怪奇短篇小說集 黃雍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1945 玩攝影教學誌: 性感的極致誘惑 玩美3D實境攝影教學平台[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9953 家庭好好玩: 體驗式家族治療架構與實例 D. Maurie Lung等原著; 徐堅璽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72 TANET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楊朝棟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65 海峽兩岸大學的校園學術研討會. 第十七屆: 重塑現代性(Re-defining Modernity)論文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41 東海人: 東海大學跨世紀特刊 王振寰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9437158 天堂與人間: 中美洲翦影 顏麗華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823 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 公法 張智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830 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 物權法 張智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854 <>研究校理 黃瓊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861 紀曉嵐評注<>研究 王鵬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311 遼瀋戰役 周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328 淮海戰役 周明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金剛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玩美攝影器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韋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府城舊冊店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非洲駐臺經貿辦事處



9789869494335 平津戰役 周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342 夢斷高梁河: 宋朝戰史 閻京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359 傅克軍獨立工兵團與遠征軍的故事 傅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366 那段英烈的日子: 中日戰爭勇士餘生錄 許劍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110 我與豐田.和泰的汽車生涯 蘇燕輝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39127 私とトヨタ.和泰の自動車人生 蘇燕輝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84956 進入修定的階段: 淨行品與賢首品講記 海雲繼夢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7484963 入法界,普賢行!: 華嚴經普賢行品講記 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233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8240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48185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8192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67339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67346 光芒紀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67353 我的世界分你一半 夢溪石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7360 我的世界分你一半 夢溪石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1217 穿越荒島逃生 嵐月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1224 穿越荒島逃生 嵐月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1248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01255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01385 冥府千歲 午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637 中山先生與兩岸關係發展 晏揚清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44 國小競爭型計畫撰寫要領及實務 薛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51 樂學中文 陳采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68 2017英語教學/商用英語論壇論文集 市原常夫, 段惠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75 基礎分子生物學實驗 陳重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82 Outline of Biostatistics 陳重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5699 邁向教學卓越之路面面觀 薛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394 黃泉(二): 孿神祭典 知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01 超渡莊子 周偉航.周于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18 花開時節 楊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25 中年後的心: 記得這一生的美好和缺憾 呂政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904 越南魂: 語言、文字與反霸權 蔣為文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庭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和泰汽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717 初心者的指彈木吉他爵士入門 中村たか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731 新琴點撥 簡彙杰作 8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6191 Hello RWD!一起跟著專家學Adobe Muse CC: 免寫程式,輕鬆製作跨平臺響應式網頁Mark Tsa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238 頂尖創意大師的私藏心法: 99招讓你化負面批評為源源不絕的創意力Danny Gregory作; 李祐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245 Excel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楊明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252 PowerPoint 2016實力養成暨評量解題秘笈 陳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269 DIY!2017素人的電腦問題故障排除 PC MAN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276 KODU遊戲設計超簡單 呂聰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283 iOS App程式開發與設計: 從規劃、開發,親手打造可實際上架的App程式黃聰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290 Scratch 2.X: 積木遊戲輕鬆學 林裕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306 Office論文寫作實務: 以Office 2016為例 顏榮昌, 邱彙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313 CentOS7 Linux系統管理實戰 楊振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320 資訊教育 林裕集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2246337 Scratch 2.X動動手玩積木遊戲 高慧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344 Access 2016進銷存程式設計 新鑫資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351 手帳就這樣畫: 馬上就能用的手帳紀錄與裝飾IDEA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368 SCRUM大型專案開發進化: 用LeSS框架完成更多事Craig Larman, Bas Vodde作; 黃振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375 ASP.NET專題實務. I, C#入門實戰(VS 2017版) 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382 看!就是比你早下班: 超好用的Office 2016泡麵速成技(Word X Excel X PowerPoint)陳敏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2246399 寫程式前就該懂的演算法: 資料分析與程式設計人員必學的邏輯思考術Aditya Y. Bhargava著; 張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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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246436 大數據時代的演算法: 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及其典型實例劉凡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292 圖解第一次養貓就上手 陳正茂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70329 新日語會話放口袋 前田美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435 全圖解、10倍速韓語會話 KhrongKhwan Chimanro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473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英語關鍵字6,000 Kerra Tsai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070480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個字: 日本語關鍵字6,000 李憶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070497 臨時需要用到的一句話: 英語會話辭典4,000 Edward Wu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070503 臨時需要的一句話: 日語會話辭典4000句 須永賢一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070510 正能量又怎樣?與其強迫自己迎向陽光,不如在暗黑世界稱王!流川美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565 這些英文不懂會被笑 荒井貴和, 武藤克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572 全圖解、10倍速法語會話 Praphasorn Phanchatr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589 365天,用日曆學英文 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602 女人36計: 就是要教妳詐 貓眼娜娜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070626 圖解大人的職場數學課: 讓工作更有效率的30個演算法則並木将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657 全圖解、10倍速德語會話 Jenjira Seriyoth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688 走到哪裡,都能用英文聊天 Josephine L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695 用英文動詞和外國人聊不完 朴鍾遠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070732 我的第一本英文學習書: 學好英文,隨時可以重來金暎焄, 金炯奎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749 初入社會要上的33堂英文課 黃素馨, Gregory E. McCann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763 睡前5分鐘的英語自修課 Ian Crews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絃音樂文化



9789864070794 全圖解、10倍速商務英文 Proud publisher editorial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855 用英文片語和外國人聊不完 金瑛焄, 金炯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879 做人,要夠狠!: 不懂防小人,你就準備被陰到死! 流川美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1749 頭皮養護與病理概論 陳俊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442 愛跑者飲食指南: 優化體能的營養食譜與建議 尼可拉.歐比諾(Nicolas Aubineau)著; 王晶盈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466 <>與<>教學實務成果暨技術報告 丁一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473 小家庭麵包: 30天幸福日常提案 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04 莫待 明道大學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13屆畢業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35 中華教育家教育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中等學校國際教育Dirk Westerduin等著; 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59 餐旅觀光暨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7洪奇楠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228 深愛食堂 陳默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329 每天都是小怦然 辛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211 逆時針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28 我們在北京相遇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35 驀然回首許多年 孟祥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42 藍風信子的春天 納蘭澤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59 三人行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66 浮世繪 徐則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73 非法入住 王威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80 暖若春風 林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297 愛君筆底有烟霞 納蘭澤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404 蘇青文集. 小說卷 蘇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71428 蘇青文集. 小說卷 蘇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71411 蘇青文集. 小說卷 蘇青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471435 蘇青文集. 散文卷 蘇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課程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道大學餐旅觀光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明道大學景觀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昇陽國際設計



9789869471442 蘇青文集. 散文卷 蘇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71466 蘇青文集. 散文卷 蘇青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471473 鱷魚與母老虎 徐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480 菩提醉了 劉醒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497 春上明月山 徐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09 豔歌 葉兆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16 秋風醉了 劉醒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23 海灣三千畝 楊少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30 我不認識你 楊少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47 追月樓 葉兆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61 聚焦文學新潮流 程思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78 思想徽州.徽州六講 趙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85 季羨林在北大 胡光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7192 老子的家教智慧 張永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03 行走新安江.徽之味 趙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27 舌尖上的民國 馮遠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34 季羨林的學生時代 胡光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58 圖解頸椎病: 一本書消除頸椎所有症狀 勵建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65 走進清宮學養生 張京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890 馬蓋先手動設定 林永憲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9906 保養歸零.設定 林永憲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619 修行要義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26 好讀雜阿含經. 第二冊: 緣生緣滅原來如此. 卷十一至卷二十(劉宋)求那跋陀羅尊者翻譯; 台大獅吼佛學專站編註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33 我的法門師友 聖嚴法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5987640 聖嚴研究. 第九輯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57 早晚課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64 禪思.文思 單德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71 聖嚴法師教禪坐(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688 中英對照校注 洪振洲, 安東平(Christoph Ander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01 西方各國佛教略史 淨海法師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515 共生智慧: 生態社區營造 釋惠敏, 黃信勳, 梅瑤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648 倫敦簡單自由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4版 平裝 2

9789865879655 札幌北海道簡單自由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七版 平裝 2

9789865879662 德國鐵道簡單自由行: 持pass坐德鐵遊德國: 最簡單的自由旅行方程式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五版 平裝 2

9789865879679 奧地利.瑞士: 簡單自由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4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8702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一冊, 卷一-卷七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8719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二冊, 卷八-卷十五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法鼓文理學院學術出版組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2

松祿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007 李其展的外匯交易致勝兵法 李其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014 所有做投資的人都應該要讀哲學.: 臺大最受歡迎的哲學家-苑舉正的<>苑舉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021 索羅斯的投資哲學 苑舉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038 高手的養成: 股市新手必須知道的3個秘密 安納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045 我的房價最划算!: 詢價、估價、比價、出價一次到位李奕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31 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全集. 2017 長榮大學主編 其他 1

9789866358531 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全集. 2017 長榮大學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17 永續發展與推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820 品味台灣茶: 茶行學問.產地風味.茶人說茶,帶你輕鬆品飲茶滋味樂食編輯部謹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837 不失敗玩塔派! 莊雅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844 大廚教的手工義大利麵: 揉、壓、切、捏14種基本造型,自己做有嚼感、有麵粉香氣的50道家常義大利麵陳俊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3851 揉耳養生治病: 平時養生還可解決眼病、肥胖、失眠、痛經、坐骨神經痛,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穴位治療,30分鐘就學會,多位百歲人瑞與中醫的養生法吳宏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868 蛋糕小時尚!3步驟讓家常蛋糕很上相的裝飾靈感Sweet Betty西點沙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875 人妻的下飯常備菜: 大人小孩最愛的中式、台式、日式、泰式、韓式家常菜,三餐便當沒煩惱台灣你好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37174 六朝雲龍吟 弄玉, 龍璇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734 <>寇培深筆法結構與造型 寇培深, 陳國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4741 《散氏盤》導論及寇培深臨本對照 寇培深, 林麗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4758 《爨寶子碑、崔敬邕碑》導論及寇培深臨本對照寇培深, 陳欽忠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720 我是小美人魚 思翔綺作; 謝昇伯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737 海盜來了 思翔綺作.繪圖; 彭品瑄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744 做我自己 思翔綺作; 李冠廷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751 我很重要 思翔綺作; 劉芊佑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95768 夢想樹 思翔綺作; 楊子逸, 楊子昕, 李冠廷繪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180 光明語錄. 中華民國107年版 谷口雅宣原著監修; 宗教法人「生長の家」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山谷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生長之家傳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河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書道傳習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長榮大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562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節日專刊: 身心障礙者的體育節汪育儒, 劉惠敏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424 教育變革-特殊教育品質的提升: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2017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2549 野鳥年刊. 第9期 張瑄主編 平裝 1

9789868542556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2017年度報告 林大利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3573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林寶貴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8153 臺灣重要作物種苗產值調查與分析. 2016 郭嫺婷, 劉明宗, 李美娟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701 亮亮童樂繪 彭川耘, 張麗卿, 倪汝枋故事撰寫; 許育榮插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525 聖經與古蘭經100問 Daniel Wickwire著; Jane Y. Mo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6532 被擄的得釋放: 透過基督十架從伊斯蘭權勢下得自由馬可.杜里(Mark Durie)作; 馬可.杜里翻譯團隊, 台灣前線差會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509 為生命奔走 劉仁州著 平裝 1

9789869523509 為生命奔走 劉仁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103 環球禱告大冒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457 我要當媽媽 林慧珍文; 張晏菊圖 再版 精裝 1

9789869264471 我先的! 麥克斯.康乃爾(Max Kornell)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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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世界福音動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前線差傳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家庭情緒智商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身心障礙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特殊教育學會



9789869553803 快門下的幸福 李正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609 高雄攝影年鑑. 2016 黃登隆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5030 臺灣海岸濕地常見47種螃蟹圖鑑 劉烘昌, 王嘉祥作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8552 濕地鳥餐廳 黃玉玲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5217 心繫臺灣.關懷自然: 臺灣自然年刊. 第六期, 植物生態特輯李銘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5432 發趣法輕鬆談: 二十四緣入門 賴明(U Hla Myin)著; 鄔郭雷(U Ko Lay)英譯; 若學法師中譯平裝 1

9789869175449 帝釋所問經 馬哈希尊者(Ven. Mahasi Sayadaw)著; U Aye Maung英譯; 陳怡如, 林憲宏中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091 「2017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暨「106年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防災科技學門計畫成果研討會」論文集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865 中級禪修五十三參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85889 中級禪修五十三參 釋善祥比丘編著 初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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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930 續修臺灣瀛社志 林正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431 好運自己來. 2018年 卡羅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歡喜八方健康心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精神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瀛社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自然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佛陀原始正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攝影學會



9789869495134 La primera de las llaves maestras Manuel Arduino Pavón. First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614 海運索賠實務 邱重盛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302 維納斯的秘密花園: 美甲美睫沙龍技術全解 陳聖晴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5698 用設計閱讀世界: 從英倫建築開啟自我與設計對話蔡韋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704 讓網路上的每個封包都無所遁形: 精用Wireshark王曉卉, 李亞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711 VMware更上一層樓: 用SDN把網路也虛擬化 範恂毅, 張曉和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728 科班出身的MVC網頁開發: 使用Python+Django 王友釗, 黃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742 摘野菜.食野味: 400種野菜辨別與食用圖典百科董淑炎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795759 一鍵安裝數百軟體於數千電腦: 魔術般的Ansible史晶晶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766 用iClone+Unity打造3D互動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劉為開, 吳敬堯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5773 iOS開發大師: iPhone感應裝置全解析 關東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780 錢沾計畫啟動: jQuery Mobile跨平台賺錢App錢途無量李柯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797 一次開發全面散佈: Cocos2d-x全平台遊戲開發一次就好關東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803 自己的神盾自己救: Android資安衛士自製教學 王家林, 王家俊, 王家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810 讓它們自己溝通吧!超高速網路與物聯網的完美協奏曲M2M(Machine-to-Machine)朱雪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827 徒步環島33天: 爆肝工程師的熱血追夢旅誌 曹晏誠著 平裝 1

9789863795834 穿出好氣色: 提升個人氣場,打造百變親和風格 ArtTone視覺研究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841 SAP HANA企業級大數據資料處理 尹東升, 陳磊, 周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858 UAP通用應用程式開發: BASE ON WINDOWS 周家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889 用TensorFlow提早進入人工智慧的未來世界 李嘉璇著 平裝 1

9789863795896 巨型公司的網路架構: 分散式系統內部解密 柳偉衛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5902 CrossApp快速入門指南 沈大海, 張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919 3ds Max極致美學技法攻略 張宸翰, 詹永任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5926 103個PowerPoint經典活用術讓你笑傲職場 蔡志成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5940 半導體的27項關鍵:電晶體、CMOS、TFT,突破性的創新科技張汝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995 ARDUINO軟硬體協調設計開發聖經 李永華, 高英, 陳青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039 還在MySQL?高手早轉用PostgreSQL原始碼剖析李浩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866 走讀日本森川里海 日本自然環境復原協會編; 陳桂蘭,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8582866 走讀日本森川里海 日本自然環境復原協會編; 陳桂蘭,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972 石原結實治百病秘方. 精華篇: 感謝生病!讓生病成為延年益壽的開始石原結實著;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1989 後藤醫師的簡易護眼法: 有效消除眼睛疲勞熱敷＋眼球伸展操後藤英樹著;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1996 掌握身體語言,破解身體密碼: 以身體側寫術善用身體功能、提升工作能力,同時擁有成功與健康自凝心平著; 林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04 你的聽力受損了嗎? 余仁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11 不曬太陽,當然會生病 宇都宮光明著; 林雅慧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892 幸福禪. 生命藝術: 邁向幸福人生的52堂必修課王婷瑩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海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肯網資訊企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0187 應教木鐸振春風: 紀念李炳南先生往生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林淑貞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843 老師的話 初版 平裝 第26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820 FinTech: 大數據時代的金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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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1878 創建幸福中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工程報告書與中心功能再造執行方案(簡體字版)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1885 綜合素質教育課程示範教案 和緣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作 增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522 阿蝸的生日願望 菲歐娜.萊姆特圖; 諾伊兒.斯密特圖; 阿默編輯室譯.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539 大鐘與小鐘 馬丁.卡爾曼諾夫(Martin Kalmanoff)文; 阿拉斯泰.格雷(Alastair Graham)圖; 阿默編輯室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449 做自己的貴人: 給青年朋友的30封信 李三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171 10倍數操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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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42677 和優質男的H 未散苑緒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707 菇菇文學全集世界名著. 雪之女王篇, 菇菇讓你愛上世界文學名著小鳩万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2721 尋神的旅途 高山しのぶ作; 青色深淵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43797 誰也不准踫!!妳是我的. 紫依衣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510 甜蜜的HR(課外活動)-南老師祕密的放學後 橫山真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671 Stella et mille feuille: 星星與千層派 渡邊加奈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688 他是我的命運之男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695 戀愛戰略家 小純月子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701 17歲、那傢伙限定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718 小爸小媽(假)熱戀中!? 花之都咲來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725 你在那個時候變得更x2野獸了! 時山初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732 貓咪就是這麼面癱 星野正美作; KIK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749 大膽刁奴 北門南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4756 大膽刁奴 北門南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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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44770 以萌治國: 貓熊公主殿下 錦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787 惡魔偽畫師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800 來自隔壁的流星 田村琴夕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霖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緣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阿默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墣科技

青蓮



9789864744817 對你的感覺仍是... 中河友里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824 小紅莓反轉GO 佳瑠來春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831 草莓千層派 小森林檎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848 我圈養了天才。 七尾美緒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855 刃牙道 板垣惠介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862 葬除屋xRAID 生田さやか原作; しほうあきら作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879 這裡有個天使。 西原ケイタ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886 執著Monster 咲乃ユウヤ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893 半田君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4909 黑蔦宅邸的秘事 大海十夢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916 南紀的廚房 元町夏央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923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947 我的狼同學 野切耀子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954 Hunky.Dory-嗯-哼 渡邊加奈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4961 現充滅絕吧!! 花本麻實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978 少女.新娘.16歲 心步由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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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44992 雙人部屋 雪子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005 不能犯 宮月新原作; 神崎裕也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012 哈囉哈囉NEXT KINGDOM 藤崎真緒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029 謎樣的廣子 花緒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036 保健室裡的小秘密 島袋裕美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050 西裝與結婚 時山初芽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067 戀愛來臨時是全彩: 一切和你開始 水瀨藍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5074 變成女友的那一天another 小椋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5081 半田君 ヨシノサツキ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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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45104 以萌治國: 貓熊公主殿下 錦橙著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111 403號房妖精男子們的寄宿生活 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128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159 在深夜的咖啡廳喝杯茶 雪代鞠繪原作; 葉芝真己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166 花與忍者 長古垣奈留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173 穴居正妹艾蜜莉 佐藤ZAKURI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180 雙人部屋 雪子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197 光有愛情活不下去. 織田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203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5227 兄與妹 ハルミチヒロ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234 初戀與初吻 長谷川櫻羽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241 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十文至青原作; 奧橋睦漫畫;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258 正義魔法COS少女 光永康澤原著; 豬丸漫畫; 623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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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4745418 吸血鬼與愉快的夥伴 木原音瀨原作; 羅川真里茂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0563 太魯閣行旅散記 許哲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701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一冊(1-40課)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718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二冊(41-70課)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60

典藏文創



9789869535403 巨神連線 姚瑞中攝影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659 嘉嘉公主與精明的吝嗇鬼 糖朝栗子作; 吉娜兒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673 最棒的公主與她的護花使者 糖朝栗子作; 吉娜兒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5680 千萬別開門! 尤拉麗亞.卡納文; 羅西奧.伯尼拉圖;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5697 用便便寫書的豬 崔銀玉作; 吳政澤繪; 張琪惠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608 宜蘭國際武藝論壇暨名家展演論文集. 2017 林彩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748 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術 麥斯威爾.馬爾茲(Maxwell Maltz)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62 你的無形力量: 最好的一切,最後都是你的 珍娜維弗.貝爾德(Geneviève Behrend)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79 瑜伽、禪定、靈修一段不可思議的能量旅程: 瑜珈士未曾經歷的煆身力量,靈修人沒練過的瑜珈訓體宇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86 52個覺醒的練習: 你到底在苦甚麼? 涂政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6793 問神達人王崇禮老師新時代生肖運勢農民曆. 2018王崇禮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503 聖女大德蘭的建院記: 十六世紀隱修女的創業家、旅行家、管理家的奇妙旅程大德蘭(St. Teres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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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3548 無時限!大人女子的日常時尚 堀川波作; 姜柏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7432 大師熱愛の工作 川村元氣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700 貴族偵探 麻耶雄嵩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807 人骨拼圖 傑佛瑞.迪佛作; 何致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814 櫃中美人 水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9821 櫃中美人 水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69838 退魔錄. 末世篇. 卷四, 哈米吉多頓之戰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869 黃泉委託人: 旬婆湯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31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5: 黑匣子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48 直美與加奈子 奧田英朗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55 福爾圖娜之瞳 百田尚樹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86 探長索恩 死路一條 馬克.畢林漢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93 少女天師. 6, 縛靈宿舍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5004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作; 須本壯一繪畫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5011 禁忌錄: 探病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5028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95035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95097 精準的失控 九把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7714 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 林夕, midd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738 拼命去死 九把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7769 實驗對象No.375 妮琪.歐文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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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蘋果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宜縣東海太極拳學社



9789869520133 時間會證明一切 傑佛瑞.亞契(Jeffery Archer)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57 試毒師 瑪莉亞V.斯奈德作; 周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71 幸福生活 百田尚樹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88 13小時 狄昂.梅爾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13 再死一次 泰絲.格里森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82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8: 茶聖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55838 悲傷長了翅膀 麥克斯.波特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826 對話之後: 一個生態藝術行動的探索 周靈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840 沉舟記 夏夏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97622 丙級電器修護學術科分章題庫解析 陳煥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0751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張弘智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41031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電腦繪圖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盧昭伶, 郭雪萍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583 대만의 한국어 교육: 이론과 실제 朴炳善主編 平裝 2

9789869546300 九如的甘甜苦樂人生 宋王九如, 宋鴻燕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0597 律動舞青春: 圖文集 李慧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5935 造型帽飾創作應用於存在主義之探討. 2017 呂秀靜著 平裝 1

9789868585942 呂秀靜個人設計作品集 呂秀靜著 平裝 1

9789868585959 跨領域舞蹈創作: 以臺南市展演場為例 吳幸芳作 平裝 1

9789868585966 廟宇文化再造藝術環境展演之探討: 以2011鹿耳門天后宮「迎喜神」<>為例吳幸芳作 平裝 1

9789868585973 藝起迴響: 中華民族舞創作理念與實務 王道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570 遺落之子. 輯三: 曙光再現 凌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87 巫醫、動物與我: 菜鳥獸醫又怪異又美好的非洲另類行醫之旅瑞博(Reb)著; 林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594 萌萌噠!麻吉貓的呆萌小日子 喵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801 哎喲!這具屍體只有六十分: 不思議世界 主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79 送葬的影子: 大吾小佳事件簿 游善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493 遇見妳所遇見的人 沾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09 我的男人是狐狸 朱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16 親愛的,總有一天我會殺了你 寥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23 匿名告白 竹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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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科正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7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友



9789869536530 仙杜瑞拉殺人事件 舒果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47 床鬼 林斯諺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9960 擇木而棲 卡比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69977 神魔鬼怪系列之媚蛇 WingYing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69984 神魔鬼怪系列之媚蛇 WingYing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69991 來自作家的情書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39005 來自作家的情書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39012 亡靈書. 3, 背「面」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029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539036 魔王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39043 魔王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50215 魔王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50222 魔王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39050 神魔鬼怪系列之阿江 WingYing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39067 神魔鬼怪系列之阿江 WingYing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39074 溫柔豢養 卡比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081 屍匠祕情錄之喜相隨 林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098 囚鳥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50208 囚鳥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50239 緣來是坑啊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277 辦公桌上的美味上司 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284 情在朝野之宋晚山 楚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014 世界現況. 2017: 地球教育: 重新思索教育 因應地球變遷Erik Assadourian等著; 黃晶晶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236 小小積木建築師: 空間智能開發遊戲 Madeleine Den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243 歡迎光臨視覺遊戲實驗室 Matthias Malingrey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50 臺灣原生動物故事繪本: 小石虎找新家 Lynol作; 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67 臺灣原生動物故事繪本: 小鹿的願望 Lynol作; 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74 我是最棒的小火龍 維若妮卡.高席文; 莉莉.拉.芭蓮圖; 王晶盈譯 1版 精裝 1

9789869472081 快逃啊! 宇治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2098 背上的朋友 萩原弓佳作; 洞野志保插畫; 黃惠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720 寫信給奶奶 新川智子, 市居美佳作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62235 寫真的日常修練: 暗室凝光 阿默mooki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0629 見過愛情的人 穆熙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381 首爾GO!購首爾!: Seoul 韓貨控的採買全攻略 黃曉玲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18 天秤: 另一個她 IRUMI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25 金籠中的愛 川千丈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32 一瓢隱 尾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49 第二個情人 IRUMI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56 牡羊: 黑與白的戀曲 天地無限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63 金牛: 彼岸的陌生人 尾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70 擬態愛人 川千丈作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0

看守臺灣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威向



9789571071787 冰裂紋 林佑軒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794 她和她和她 咪兔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800 雙魚: 童話病 真心白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1817 愛, 所謂 尾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1824 深情的枷鎖 Irumi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036 鏈愛式神貓巫女 中山幸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2227 戀愛日常不思議 ZZIFAN_Z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2241 巴黎大丈夫 Jerry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869 白貓Project官方設定資料集 電擊App編輯部編; 王育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2890 BILLY BAT比利蝙蝠 浦澤直樹, 長崎尚志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74436 漂流教室 楳圖一雄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4443 漂流教室 楳圖一雄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450 漂流教室 楳圖一雄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4467 漂流教室 楳圖一雄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4474 漂流教室 楳圖一雄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4481 漂流教室 楳圖一雄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4498 Capture your style: 富比士名媛Aimee Song,教你迅速竄紅的社群經營祕訣Aimee Song作; 曾慧敏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4580 自畫像 朝比奈明日香作; UII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4917 蔓蔓青蘿 桩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136 尋找身體 ウェルザード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5471 特工皇妃楚喬傳 蕭湘冬兒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5488 特工皇妃楚喬傳 蕭湘冬兒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5532 沒有情人,就跟情人節一起過啊! 小鹿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5655 勇往直前灰姑娘: 吾家有犬初長成 林珉萱原作; 憑虛著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5730 MAGI魔奇少年前傳: 辛巴達的冒險 大高忍作; 大寺義史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5792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5914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5938 刺蝟男孩戀愛中 雛地尚作; K.T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5969 青葉同學請告訴我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6003 屬於他們的祕密樂園 LESS等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072 魔獸世界: 怒風 理察.A.耐克作; 徐政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126 艦隊收藏: 艦COLLE-邂逅寂靜之海 田中謙介原作; さいと一栄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133 驚人的6秒瞬瘦力: 做1休2!最科學的下半身肌力瘦身操境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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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1076164 無職強制收容所 鎌倉敦史原作; 昭伶漫畫;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6294 行星的恆心 矮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300 教你如何畫出「奇幻風格」用PHOTOSHOP創造觸動人心的場景!清水洋作;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317 柴田部長的京都日常: 日本第一的超美形商品模特柴犬(自稱)和詩俱樂部作; 游兆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331 料理新鮮人SECONDO 關家澈治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6348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76799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76355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1076379 請問小兒科醫師: 0~3歲新生兒照護‧嬰幼兒病症‧過敏兒保健,新手爸媽的100種煩惱,交給專業的就對了!陳俊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386 抹茶上癮: 不吃會死,翠綠苦甜的抹茶良品尋味風景菜菜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393 突破撞牆期的7.7.7微重訓運動: 韓國IG瘦身女王的高強度有氧終極課程金皗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423 Bonjour 我的巴黎情人 Jess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430 思美人 梁振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6447 思美人 梁振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6454 M男先生 越虐越快樂 Emu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6461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6478 前國民偶像要做國軍唯一的男子漢 陽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6492 我與彼岸少女的煉愛交替 D51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6508 中古貨也想談戀愛! 田尾典丈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6539 S與S的無賴同盟 野村美月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546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作; 李君暉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553 世界盡頭的聖騎士. II, 獸之森林的射手 柳野かなた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362 星際大戰: 俠盜一號 亞歷山大.弗里德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584 Minecraft特技大百科: 你從沒碰過的新玩法,原來還有這一招!カゲキヨ, ドウメキ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591 時尚攝影大師黃天仁教你用手機也能拍出時尚感黃天仁攝影工作室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607 LOVEx49: 戀愛中毒 緒笠原くえん漫畫; ちゃい原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614 學園渡假村! らぐほのえりか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6621 DELETE: 消滅遊戲 川上真司原作; 永田諒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6638 青戀樂園 黃綠莉央著;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645 霸道社長的新娘課程 桃乃實組著; NO1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652 四月的你是閃耀的星星 杉山美和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6669 用3D立體圖蓋好Minecraft建築: 50張藍圖讓你成為專業建築師マィクラ職人組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683 衝吧烈子的毒舌語錄 SANRIO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690 阿母的透明罐頭 黑色水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706 所以我們心裡的雨刷在跳舞 黑色水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720 真相的十公尺前 米澤穗信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6737 小說.太歲紀年東都明京 壹一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1076737 小說.太歲紀年東都明京 壹一作 一版 其他 1

9789571076768 台灣好貨色: 你從沒想過,這些生活用品打動了日本人青木由香作; 卓惠娟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775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6782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805 Belong to you: 箐動你的心 箐箐兒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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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571076942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6959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原作; こよかよしの作畫; 平川遊佐譯一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6966 緋彈的亞莉亞AA 赤松中學原作; 橘書畫子作畫; 平川遊佐譯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6973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6980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6997 3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灰野都漫畫; 小杏桃編劇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000 因為我們都是普通人啊 黑色水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017 盛夏,映入眼簾 語弓晴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024 聽你說愛我: 深情的王子 米奧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031 我的幸運☆因你而起: 水中的星星 HAHA吉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048 戀愛心理攻防戰 百里蒔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055 污蝶 oimo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062 污蝶 oimo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079 污蝶 oimo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086 國王遊戲. 臨場 金澤伸明原著; 栗山廉士作畫;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7093 源君物語 稻葉作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7109 調教咖啡廳 中山幸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154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悟原作; 一乃ゆゆ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161 刺蝟男孩戀愛中 雛地尚作; K.T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7178 鏈愛式神貓巫女 中山幸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7185 逃婚一百次 響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192 給自己的第一堂攝影課: 5天精通數位單眼,精彩記錄每一天小澤太一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222 親愛的厄運先生 Killer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246 少年福爾摩斯與莫里亞蒂 希瑟.W.佩緹作; 張玄竺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7253 洛基之狼: 諸神小鎮系列. 一 K. L.阿姆斯特, M. A.邁爾作; 蔡心語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7277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7284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7291 惡魔ChicxHack 種村有菜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307 惡魔ChicxHack 種村有菜作; 沈嘉瑋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314 MAGI魔奇少年前傳: 辛巴達的冒險 大高忍作; 大寺義史漫畫;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7321 吹彩 你所演奏的音色 雪丸萌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338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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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7352 Q3 日野雄飛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369 五百夢書鄉 穹魚作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7383 快逃啊-魔女慣老闆逼我簽下賣身契! 意外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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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77406 特工皇妃楚喬傳 蕭湘冬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413 特工皇妃楚喬傳 蕭湘冬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7437 獨孤伽羅 陳峻菁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7444 獨孤伽羅 陳峻菁作 1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1077468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 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7475 沒有英雄的世界要靠最終頭目們 柳實冬貴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499 我女友與青梅竹馬的慘烈修羅場 裕時悠示著; 陳冠貴譯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7505 有時忘了的小味道 黑色水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512 鞋頭必收夢幻逸品. Out of stock sneakers 2016-2017King-Masa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529 高機動尼特戰士 青木ハャト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536 聖劍鍛造師 山田孝太郎原作; 山田孝太郎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7543 兇妹 了春刀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550 兇妹 了春刀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567 一個人的○○小日子 カツヲ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106 一個人的○○小日子 カツヲ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574 自殺島 森恒二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7581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日常! 暁なつめ原作; 染宮すずめ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598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暁なつめ原作; 森野カスミ漫畫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60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暁なつめ原作; 森野カスミ漫畫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611 推理要在殺人之後 小鹿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628 邊緣女神改造計畫 啞鳴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635 魔裝學園HXH 久慈政宗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7703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7710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727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734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7741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7758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7765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7765 疾爆執行部WILD ADAPTER(新裝版) 峰艙和也作; Mania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7789 蔓蔓青蘿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819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77826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1077871 霸道社長的新娘課程 桃乃實組著; NO1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7888 貓咪收集之家: 庭院裡的小故事 宇野百日草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895 吹彩 你所演奏的音色 雪丸萌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901 為你綻放初戀的花朵 池田秋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7918 微憂的的甜蜜 持田秋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7963 何所冬暖,何所夏涼 顧西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970 家有大貓: 貓狗大戰 Pache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014 DOUBLE MINTS時裝版 中村明日美子作; 尤楷茵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021 魔獸爭霸: 永恆之井先祖之戰首部曲 理查.A.耐克作; 甘鎮隴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8038 實況: 監禁偶像 川上亮作; 御門幻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045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8052 <>篠崎愛寫真書 篠崎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069 續.終物語 西尾維新著;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076 美少年偵探團: 只為妳閃耀的暗黑星 西尾維新著; 藍云辰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8144 流汗吧!健身少女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8151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17938 機動戰士GUNDAM0080: 口袋裡的戰爭 結城恭介小說; 美樹本晴彥作畫; Yoko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82117 狗狗這樣吃最健康 Dr. Ell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261 舉重若輕 連浩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278 就是愛住好運美型宅: 挑戰風水觀點,打破設計侷限,一次住進既有風格又開運的好宅!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50

送存冊數共計：174

麥浩斯



9789864082285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小坪數設計500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292 生活中的芳療小百科 Sherr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08 兔子解憂事典Q&A Select280 町田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15 美術館,原來如此!從日本到歐美,美術館的工作現場及策展思考高橋明也作;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22 超圖解!園藝新手栽培大全 金田初代監修; 謝薾鎂, 謝靜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39 找好地,蓋自己的房子: 依山.傍海.農居樂。選塊好地,我的第二人生從蓋房子開始實現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353 地圖上的城市史: 以城市為座標測繪出的世界文化發展史傑若米.布萊克(Jeremy Black)作; 羅亞琪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2377 好吃. 26: 我們熱愛的的廚房道具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84 料理世界史: 一百道食譜看飲食的千年故事 威廉.席特維爾(William Sitwell)著; 張雅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407 英國皇家主廚祕方: 從伊莉莎白女王到威廉王子都愛的王室家庭料理與英式午茶食譜卡洛琳.羅布(Carolyn Robb )著; 廖秉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414 貓咪家庭醫學大百科 林政毅, 陳千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445 花藝研究室: 花材X花器X色彩X結構 美學方程式 365天生活插花完全活用朱芳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452 紳士的日常: 紳裝時尚經典風格選物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469 圖解自地自建x買地蓋屋完全通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476 就是愛住LOFT風的家: 不裝潢也有風格500個Loft Style生活空間設計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2483 居家建材選搭施工寶典: 實惠不出錯!裝修菜鳥不採坑,就要看這本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490 10分鐘開飯!活用保鮮盒+瓶罐做即食料理: 學會百搭醬、常備菜、調味汁,讓下廚變快變簡單Winnie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06 原來離乳品這麼簡單!: 副食品新觀念X親子共餐輕鬆煮 聰明養成健康寶寶好體質李婉萍, 雀喜(蔡佩君), Mini cook迷你酷食育生活工作室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13 鄉村風格設計一本通 李幹才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2520 超圖解!庭園造景施工大全 園藝屋 空庵監修; 謝薾鎂,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37 九州旅行,美味的生活: 探訪美食、咖啡、鄉土料理、旅宿、選品店,感受溫暖深厚的飲食人情風景Chichin-puipui旅座作; 蔡孟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44 不良宅改造術!住進自然健康屋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51 法國鬼才名廚皮耶.加尼葉的三星料理大全: 30組法式套餐以五季概念詮釋食材料理的巔峰之作皮耶.加尼葉(Pierre Gagnaire)著; 粘耿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68 Hygge丹麥幸福學: 每天都要的北歐式舒心生活風格練習路易莎.湯姆森.布莉絲(Louisa Thomsen Brits)著; 廖秉瑜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75 舒適住宅黃金法則: 掌握細節O與X,開始過美好生活中山繁信著;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82 符號之書: 幾何、宗教、天文、私徽,歐洲經典符號造形圖解魯道夫.科赫(Rudolf Koch)著; 王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599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2: 大圖樣剖圖搭配施工照詳解,看懂材料銜接、圖例畫法,重點精準掌握一點就通陳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05 好吃. 27: 花食生活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12 再住20年!老屋再生裝潢計畫書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629 就是愛住咖啡館風的家: 舒服過日子的生活感設計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636 微型旅宿經營學: 民宿、青旅、B&B、商旅,設計到完賣教戰聖經黃偉祥Bob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43 解謎蔦屋: TSUTAYA的未來生活提案實驗所 川島蓉子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50 解謎世界名畫 日本博學俱樂部作;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67 花朵盛開罐沙拉: 從花園到餐桌,讓人Wow的40道輕沙拉與花料理金妏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74 防漏除壁癌終極全書: 先斷絕水源,再確實做好防水,成因、工法、材料、價格全部有解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81 餐桌上的調味百科: 從調味、製醬到烹調,掌握精髓的完美醬料事典林勃攸, 好吃編輯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698 混材設計學: 設計師必備最潮材質混搭創意35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711 設計師必備!住宅黃金比例解剖書 X-knowledge著; 李家文, 石雪倫, 劉德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28 學設計名校170: 最詳盡的全球設計留學寶典 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35 Kokoma的大人感糖霜餅乾 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42 迷你盆栽習作: 掌上天地寬,縮擬於豆缽中的四季風景鄭順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759 咖啡迷的風格器物學: 器物知識、萃取原理、沖泡方法 咖啡玩家的風格養成參考書La Vie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73 解構插圖版面設計: 日本海報、文宣、書籍、雜誌常見插圖應用概念與作品案例BNN出版社作; 陳芬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80 好吃. 28: 台灣水果大探險!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97 麥田金的解密烘焙: 超萌甜點零失敗!88款療癒系裝飾午茶餅乾、蛋糕與西點麥田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803 就是愛和貓咪宅在家: 讓喵星人安心在家玩!貓房規劃、動線配置、材質挑選,500個人貓共樂的生活空間設計提案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810 室內空間計畫學: 入門/進階 最重要概念建立必備寶典室內設計立體動線邏輯與實作力完全激發羅伯托(Roberto J. Rengel)著; 劉秉成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2827 空間型態大數據: Space Syntax應用教科書 黃慶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2834 室內設計師應用標準手冊: 全球業界人手一本!暢銷10年經典必備克里斯.格姆雷(Chris Grimley), 米米.勒弗(Mimi Love)著; 黃慶輝, 謝淳鈺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2841 董淑芬的廚房花園筆記 是菜園也是花園: 100個安心蔬果x美味料理, 打造城市田園樂董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858 1盆變10盆: 扦插種植活用百科 梁群健著 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864082865 屋主都說讚!全能小宅設計: 擺脫制式房廳侷限,收納強、機能多、有風格、無壓力,理想生活從小宅開始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872 圖解吃喝小店攤設計: 從街邊店到移動攤車,品牌定位、設計、製作一本全解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889 隨手畫!超手感建築透視圖 中山繁信作; 石雪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896 歐巴當道憑什麼?: 全方位解析韓國文化產業崛起的祕密洪又妮(EUNY HONG)著; 吳郁芸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902 懷石入門: 京都四百年老舖瓢亭的茶事與懷石之道高橋英一作; 周雨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919 找地蓋屋全能百科王: 土地、預算、營造、法規、設計疑難全解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926 好想自己做衣服: 超圖解手作衣裁縫課!1000張技巧詳解,簡單版型一點就通吳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933 熟齡貓的營養學: 365天的完善飲食計畫、常備餐點與疾病營養知識,讓你和親愛的貓咪一起健康生活、優雅老去Dr.Ell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940 億萬商機鳳梨酥!天然手作無添加,居家創業也OK: 從炒餡開始,烘烤最安心的彩色金磚杜佳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957 喵星人❤手作小日子: 居家雜貨X貓周邊 一學就會的手感練習姜治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2964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風格雜貨小店空間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988 做自己的芳療師: 跟著Nico老師一次弄懂精油、基底油、純露,365個實用配方,111個瘦身、美肌、抒壓、健康、幼兒、居家、貓狗問題的日常對策全有解!李淳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2995 50歲起,為了過得更好的斷捨離練習 山下英子著; 陳湘媮譯 初版 平裝 14

9789864082995 50歲起,為了過得更好的斷捨離練習 山下英子著; 陳湘媮譯 初版 平裝 -9

9789864082995 50歲起,為了過得更好的斷捨離練習 山下英子著; 陳湘媮譯 初版 平裝 -4

9789864083008 綠色家屋: 120種室內觀花、觀葉植物栽培與空間綠美化花草遊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15 拒踩裝潢地雷!資深工班主任親授關鍵施工100: 實戰30年的裝潢經驗,教你掌握工法、選材重點,安心監工不求人張主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22 服裝畫 禮服設計 李惠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39 流量變現金!自媒體行銷術: 掌握集客銷售力,低成本高效益的臉書整合操作法黃偉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46 日本色彩物語: 反映自然四季、歲時景色與時代風情的大和絕美傳統色160選長澤陽子監修;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53 零失敗種子栽培全學習: 播種.採種.育種圖解入門梁群健, 徐駿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3060 你所不知道的泰國: 從歷史、文化、風俗與信仰透視泰國文化的美麗與哀愁朴景恩, 鄭煥昇作;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91 手作包不失敗的14堂課 吳玉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138 裝潢建材全能百科王: 從入門到精通,全面解答挑選、施工、保養、搭配問題,選好建材一看就懂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808 英文單字輕鬆背: 2小時學會KK音標、4小時學會美式自然發音郭良梅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859 Show & Tell 竹崎高中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880 BIM技術與趨勢: 台灣建築資訊模型協會專刊. 2017年王紹宏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897 基督宣言的起源: 三卷本教程第二卷 路易吉.朱撒尼(Luigi Giussani)作; 靖保路(Giuseppe Jing)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2608 從<>看日本飲食文化的原點 賴靖龍作 平裝 1

9789869552615 聖達瑪靜坐法: 靜心.在每個當下帶來生命的微笑覺隱, 子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622 儒理解<>之先驅: <> (宋)胡瑗著; 陳韋銓點校 平裝 1

9789869552639 我六十,我任性: 老戲當怎麼唱? 書涵云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646 A+ GRE/GMAT數學 楊蓉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660 印象中國十九世紀 裘國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653 印象中國十九世紀 裘國英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2677 並不能說是痊癒 喃喃作 平裝 1

9789869552691 殺魔. I, 皇霸斬魔 黑帝斯, 加百列作 平裝 1

9789578679016 華香散處: 49天安寧照護的生命回顧 房婧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030 俄羅斯套娃: 解套巨星十年密戀曲 書涵云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047 媽媽,為什麼? 魔法廚房創遊社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79054 指甲設計師創業日記: 訂價的秘密 劉凱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914 我想聽見你的聲音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921 召喚師的馴獸日常番外特輯 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938 少女心缺乏症候群 蘭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945 這世界欠我一個你 屠火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952 你送我半片日光 煙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969 無盡之境. 3, 抉擇 Mi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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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科技島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76

送存冊數共計：76

帝沛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印書館



9789869502603 Back to 1919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產 游志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419 黑暗小傘菇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26 青蛙之歌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33 發現螃蟹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40 黑暗小傘菇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57 青蛙之歌教師手冊(簡體字版)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64 發現螃蟹教師手冊 自然心教育愛國際基金會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71 Teacher manual for Mushrooms in the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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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01111 我的療癒食物: My Comfort Food 姚佩吟,陸家耀,鄭峻委,謝明聖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309 研田勤耕耨: 慕陶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黃昭祥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8681 圓滿離婚完全指南: 如何拿到應得財產、和孩子一起生活、不再歹戲拖棚?迎接下段幸福,從學會保障自身權益開始原口未緒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20847 緬甸.撣邦風雲人物(簡體字版) 王祖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20830 緬甸.撣邦風雲人物 王祖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222 建築力: 空間思考的10堂修練課 林煜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239 翻玩舊家具:修補、刷舊、玩色、紙膠帶,5個步驟輕鬆改芭波.布萊爾(Barb Blair)作; 卓小勻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253 身心腦機能鍛鍊全書 岩崎一郎, 松村和夏, 渡部卓著; 王凱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260 不要再說盲腸在左邊了 北村昌陽作; 林雯翻譯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148 我的未來 My little Dreamer作; 千跇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8155 噓!聖誕老公公來了 My Little Dreamer作; 千跇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1925 TEAM20兩岸建築與規劃新人獎暨城鄉統籌發展論壇. 4, 2016皇延創新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700 蓬萊 李易修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念劇集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英杰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延創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慕陶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哈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柏克萊雲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英圻數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6234 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300 占星魔法學: 基礎魔法儀式與冥想 班傑明.戴克(Benjamin N. Dykes), 珍.吉布森(Jayne B. Gibson)著; 陳紅穎, 孟昕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7928 傳墨書法研究會作品集. 參 韋潤之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908 Tanwaelaela 美園部落共同創作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905 半島.山風.恒春調 恒春民謠: 詩詞作品 張順興, 黃蘭卿總編輯 再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3227 御手洗潔的追憶 島田莊司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34 折傘的女人 島田莊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41 文學創作 許綬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58 英文作文補助教材 許綬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65 愛一個像男人的男人 張小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72 愛到極致是放手 張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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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296 淬鍊: 世界冠軍吳則霖的咖啡人生 吳則霖, 盧嘉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02 巴別塔之夢 青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19 誰是兇手? 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26 歐幾里得空間的殺人魔 黑貓C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33 你想殺死老闆嗎?(我們做了!) 文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40 千萬別惹我 李查德(Lee Child)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57 f(x)=殺人程序 張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64 是誰帶走她? 蕾貝卡.德雷克(Rebecca Drake)著; 劉泗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71 惡毒女兒.聖潔母親 湊佳苗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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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395 少年陰陽師. 肆拾玖, 終命之日 結城光流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01 獨飯時光: 給自己的110道單人料理 金善主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18 之前的女孩 J.P.德拉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25 殺死瑪麗蘇 乙一等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32 繫結姊妹. I, 真相師 蘇珊.丹納德(Susan Dennard)作; 馬新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49 朵朵靜心小語: 一個人的寧靜與甜美 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56 崩潰 B.A.巴莉絲(B. A. Par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63 召喚師. III, 異域決戰 塔蘭.馬薩魯(TARAN MATHARU)著, 陳芙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70 奇蹟之城 羅柏.傑克森.班奈特(Robert Jackson Bennett)著; 劉曉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87 然後,我們終於相遇 J. P.莫寧格著; 梁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494 不用揉麵糰,用現成的麵包做就OK!: 不可思議の魔法麵包八木佳奈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瑪家鄉美園部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瓊麻園城鄉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空凝視古典占星學院文化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傳墨書法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9789573333500 入侵者 塔娜.法蘭琪(Tana French)著; 穆卓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695 艾灸助陽絕招 王穎, 戴儉宇, 王樹東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701 點穴止痛絕招 王穎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4718 五九炮對屏風馬短局殺 黃杰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725 吳清源精湛棋藝賞析 劉乾勝, 李兵, 帥業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015 日本菜日本家常料理: 亞洲廚神の味自慢家庭風料理李佳其, 李佳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22 韓國菜: 80道必學韓國菜韓國名師李香芳與程安琪老師聯手示範程安琪, 李香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39 烘焙師的58道西式鹹點: 一次學會基礎餅皮、派皮、塔皮，搭配餡料與裝飾，輕鬆享受各種美味!胡惠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9263 易貫天道之剝極復來 青松子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570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 尤迦南達(Paramhansa Yogananda)著; 劉粹倫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1343 教育哲學導論 林亭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529 上醫治未病 健康好easy: 楊麗華教你成為回春妙手楊麗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536 幸福福袋 陳寶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0585 The Puerto Rican Diaspora: A Model Theology Juan A. Carmona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008 古文觀止 遲嘯天, 謝哲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008 古文觀止 遲嘯天, 謝哲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015 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039 成語字典 張嘉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552 高潮: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專刊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106級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海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英倫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首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泉貞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品冠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0493 客韻風華: 海峽兩岸客家詩選 黃恒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8216 心雅天地寬. 2 徹聖金剛上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145 茉莉和玫 丹尼.帕克(Danny Parker)作; 芙蕾亞.布萊克伍德(Fraya Blackwood)繪; 邱瓊慧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902 「神供應」影集引導研習手冊 班查克(Chuck Bentley)原文作; 鄭淑慧譯 初版2刷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726 過往集 陳炎培作 平裝 1

9789869515733 惠言童話故事(簡體字版) 諸惠昌作 平裝 1

9789869515740 一介草民的自傳(簡體字版) 徐引珠作 平裝 1

9789869515757 掛一漏萬,成語源流再溯源 戴志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6899 技職教育,可以很簡單 江金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404 連鎖加盟總部. 2017年-特刊 流通快訊雜誌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65 Python程式設計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5172 Android TV程式設計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2595 全球外匯ETF攻略: 掌握理財先機,指數投資新藍海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601 Vector mechanics for engineers: dynamics動力學 Ferdinand P. Beer等作; 莊嘉揚導讀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649 產品設計與開發 Karl T. Ulrich, Steven D. Eppinger作; 張書文譯 五版 精裝 1

9789863412700 Advanced reliability and maintenance modeling VII: recent developments on reli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dependabilityKi Mun Jung, Mitsuhiro Kimura, Li-Rong Cui 1版 精裝 1

9789863412717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12724 技術分析精論: 二十年來投資界最完整的技術分析全圖解Martin J. Pring著; 黃嘉斌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12731 黑金石油: 多空雙向交易投資新契機,原油ETF完全攻略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748 電機工程概論 Giorgio Rizzoni, James Kearns作; 林熊徵等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755 靜力與材料力學 Ferdinand P.Beer等作; 莊嘉揚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779 財務管理 Stephen A. Ross等作; 郭震坤導讀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786 莊家殺手: 打造運動彩券的獲利模型 魏敏, 王天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流通快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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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飛統自動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冠冕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生命大樂共享教育學會



9789863412793 東海經濟六十週年職場講義 劉宗聖作; 江羚瑜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816 新東協.新思路: 啟動未來經濟引擎的關鍵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陳就學(Hermawan Kartajaya), 許丁宦(Hooi Den Huan)著; 任立中, 曾光華, 林麗冠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823 財政學 Harvey S. Rosen, Ted Gayer著; 黃智聰, 張敏蕾, 潘俊男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2830 人體生理學: 身體功能之機轉 Eric P. Widmaier, Hershel Raff, Kevin T. Strang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2847 電路板設計快速上手: 從EAGLETM開始學設計原理到電路板實作西蒙.孟克(Simon Monk)著; CAVEDU教育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854 賓士之道 奔馳未來: 為頂尖產品打造極致顧客體驗約瑟夫.米其里(Joseph A. Michelli)著; 曹嬿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861 流體力學 Yunus A. Cengel, John M. Cimbala著; 洪俊卿, 蔡尤溪, 郭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878 財務數學 Robert L. Brown, Steve Kopp, Peter Zima作; 黃弘毅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2885 新創時代: 掌握150個成功元素,設計專屬的獲利方程式史帝夫.費雪(Steven Fisher), 嘉奈.杜恩(Ja-Naé Duane)著; 迦勒.薩斯頓(Caleb Sexton), 凱特.路特(Kate Rutter)繪; 袁世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915 企業概論 William G. Nickels, James M. McHugh, Susan M. McHugh著; 鄧旭茹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2922 消滅爛演說: 說動人心,新手老手都上手的大魚簡報術肯尼.阮(Kenny Nguyen)等著; 袁世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939 動手打造專屬四旋翼 康納.諾里斯(Donald Norris)著; CAVEDU教育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953 財務管理 Stephen A. Ross等著; 俞海琴編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2960 投資學: 基礎與應用 Zvi Bodie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977 生態學: 概念與應用 Manuel C. Molles Jr.著; 王立志等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2984 臨床診斷與檢驗正常值手冊 Diana Nicoll等著; 鄭凱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2991 基礎化工熱力學 J.M. Smith, Hendrick Van Ness, Michael M. Abbott著; 黃孟槺, 陳韋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004 Clinical procedures for ocular examination, 4E Nancy B. Carlson, Daniel Kurtz[作] 平裝 1

9789863413011 Managerial Accounting: Creating Value in a Dynamic Business Environment管理會計Ronald W. Hilton, David E. Platt作; 許文馨導讀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028 科技創新管理 Melissa A. Schilling著; 李亭林編譯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3035 莫扎特如何帶領歐普拉及賈伯斯組成的團隊: 啟動全腦思維,最大化組織優勢奈德.赫曼(Ned Herrmann), 安.赫曼.納迪(Ann Herrmann-Nehdi)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042 單元操作: 流力與熱傳分析 Warren L. McCabe, Julian C. Smith, Peter Harriott著; 黃孟槺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059 當代營養學 Anne M. Smith, Angela L. Collene著; 蕭寧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066 供應鏈,不是有料就好: 工業4.0時代的採購實戰力洪興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073 談判學 Roy J. Lewicki, David M. Saunders, Bruce Barry作; 鍾從定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080 材料科學精要 William F. Smith, Javad Hashemi著; 趙宇強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097 選擇權價格波動率與訂價理論: 高級交易策略與技巧Sheldon Natenberg著; 黃嘉斌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4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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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127 抗擊柏拉圖的陰影: 人類傳播研究導論 Michael Dues, Mary Brown著; 夏春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134 服務管理 James A. Fitzsimmons, Mona J. Fitzsimmons, Sanjeev Bordoloi著; 周瑛琪, 顏炘怡編譯六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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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3413158 台灣基金教育與投資人服務紀實: 全方位基金理財教育平臺元大投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165 計算機概論 Yale N. Patt, Sanjay J. Patel著; 白小明(Jonathon David White)修訂; 林柏江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189 機能營養學前瞻 Carol Byrd-Bredbenner等原著; 蕭寧馨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196 類比CMOS積體電路設計 Behzad Razavi著; 翁展翔編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547 金融機構管理 Anthony Saunders, Marcia Millon Cornett著; 謝德宗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3554 基礎流體力學 Yunus A. Çengel, John M. Cimbala著; 洪俊卿, 蔡尤溪, 郭仰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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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3578 動力學 Ferdinand P. Beer, E. Russell Johnston, Jr., Phillip J. Cornwell著; 徐茂濱, 呂森林, 曾垂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585 優勢工作哲學：用47個小原則創造大改變 服部周作著; 林錦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592 資訊與網路安全概論: 進入區塊鏈世界 黃明祥, 林詠章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3608 商用統計學 Douglas A. Lind, William G. Marchal, Samuel A. Wathen著; 陳乃維編譯七版 其他 1

9789863413639 財務管理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Bradford D. Jordan著; 楊雪蘭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646 人體生理學: 身體功能之機轉 Eric P. Widmaier, Hershel Raff, Kevin T. Strang原著; 王凱立等編譯四版 精裝 1

9789863413653 Vander's人體生理學: 身體功能的作用機制 Eric P. Widmaier, Hershel Raff, Kevin T. Strang著; 潘震澤譯五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8642 真.性.情: 好色之ㄊㄨˊ 蕭耀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668 中國古典艷情小說. 一 艷艷生等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675 中國古典艷情小說. 二 李漁等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682 東坡詩話 佚名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6

首都藝術中心



9789869428699 笑林廣記 游戲主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390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06 幽夢影 張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13 姑妄言 曹去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20 處世三奇書: 菜根譚、小窗幽記、圍爐夜話 洪應明, 陸紹珩, 王永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37 醒世姻緣傳 西周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44 綠野仙踪 李百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51 喻世明言 馮夢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68 警世通言 馮夢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75 醒世恒言 馮夢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82 金雲翹傳 青心才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499 平山冷燕 天花藏主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05 玉嬌梨 天花藏主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12 好逑傳 名教中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29 人間樂 天花藏主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36 飛花詠 天花藏主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43 定情人 天花藏主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50 包公案 安遇時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67 狄公案 佚名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74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81 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598 水滸傳 施耐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04 西遊記 吳承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11 老殘遊記 劉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28 浮生六記 沈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35 人間詞話 王國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42 儒林外史 吳敬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59 初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66 二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673 霧社討伐寫真帖 海老原興著; 黃育智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571 東方文化學刊. 第六期, 神道文化的核心 胡又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54595 遊戲時代的新邦樂: 東方Project樂曲與音樂理論之考察. III, 續和聲篇白鷺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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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09522 生命教育特色計畫生命故事手扎. 106 尤惠貞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85 國際「三創產業」學術交流研討會: 美學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 第10屆黃玲碩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15 慢生活的青春書寫 --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創作與實務精選輯陳章錫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4875 改變世界: 中國傑出企業家管理思想精粹 蘇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936 解析行銷管理: 圖解與筆記 曾光華, 饒怡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文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華大學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恆萃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45225 國中會考增強數學123. 國一下學期 曾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45232 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577045249 國小升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577045256 國小生資優班綜合智力測驗 前程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4731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4748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4755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4724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4946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4953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4960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4977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5066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5073 帝王決 水鵬程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3741 我們都要和固執的自我坦誠相對 韋甜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4212 衛斯理傳奇之天涯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4229 蘇東坡傳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4236 一花一世界: 佛學故事中的十六堂人生成功課 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338 狼圖騰(限量典藏版) 姜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352 本色古龍: 古龍小說原貌探究 程維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23369 一開口就讓人驚艷-關鍵句,一句就夠了! 韋甜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3376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3383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4243 哈佛金頭腦-如何激發IQ玩出高智商 談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097 林語堂作品精選:5 朱門 經典新版 林語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103 衛斯理傳奇之盜墓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93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著 二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9559508 太陽心語 太陽盛德著 二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869559515 豐盛的光 太陽盛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9522 因為有太陽 太陽盛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9539 超級因果密碼 太陽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247 麵粉實驗室 第一版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547 仟元內值得喝的葡萄酒. 2017 浪子酒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威智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2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福維克樂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風雲時代



9789869393911 愛樹如人惜樹如子:台灣首位日本樹木醫: 楊甘陵紀念專輯潘國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911 愛樹如人惜樹如子:台灣首位日本樹木醫: 楊甘陵紀念專輯潘國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911 愛樹如人惜樹如子:台灣首位日本樹木醫: 楊甘陵紀念專輯潘國正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834 公共政策分析Q&A 彭懷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841 宜蘭學. 2016 陳志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858 當代政治學: 學科現狀 彭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1871 學校沒有教的軟體工程 周忠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888 人間、社工、浮世繪: 兼論非營利組織的批判性思考王順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895 華德福學校三年級的數學課 Ernst Schuberth著; 林琦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901 社會工作管理 白倩如等著; 曾華源、白倩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918 社會工作概論 彭懷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925 社會福利概論 李易駿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01932 醫務社會工作 溫信學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6001949 長照機構失智照顧之法律實務: 老人失智、心智障礙、自閉症相關照護適用鄧湘全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001956 工作室藝術治療: 藝術本位的治療 Catherine Hyland Mo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963 社會救助 曾薔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970 社會團體工作帶領手冊 Jacqueline Corcoran著; 劉姵君, 于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1987 美學與藝術賞析 蘇何誠, 郭益悅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8893 阿拉法和俄梅戛 T. Austh-sparks原著; Christopher Ch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28909 民數記概要: 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寇茲(C. A. Coates)原著; 鍾聲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228916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提摩太後書註解 莫爾(Handley C. G. Moule)原著; 鍾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840 利玉芳 利玉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57 林鷺 林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64 謝碧修 謝碧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71 蔡榮勇 蔡榮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888 Canzonetta: 江自得詩集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01 美麗島: 江自得地景詩集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18 日僑漢詩叢談. 第六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25 返鄉.發現客家: 2016六堆青年論壇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32 二二八: 江自得詩集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49 曾貴海文論集 曾貴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56 風、鹽、回望: 辛牧、汪啟疆、落蒂詩選集 辛牧, 汪啟疆, 落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70 新編原鄉.夜合 曾貴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98987 異地並聲: 新加坡閩南語歌謠與廈語影音的在地發展黃文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8994 臺泰文創藝起來: 文化部新住民藝文體驗推廣實驗計畫. 2016妮藍泰國文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00 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 2016: 原住民文學與文化論文集黃文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17 李喬文學文化論集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24 臺灣文化造型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31 文學的光影: 從<>到<> 鄭炯明主編 平裝 1

9789869446648 臺灣現代詩選. 2016年 江自得等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55 康乃馨之憶 張茂榮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活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洪葉文化



9789869446662 浮游 曾貴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79 台灣母親的悲願 陳炎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6686 敘事醫學: 述說顧厝邊、守健康34年的故事 韓明榮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787 經營管理如是說 陳宗賢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28794 商品力: 要賣好產品,先讓產品好賣! 陳宗賢主講; 陳致偉, 吳青娥整理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412 小行星占星學: 從集體到個人的內在療癒之路 李安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006 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 一位少年保護社工與觸法少年的生命故事林劭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5037 我要當個旺夫女: 改變妳的女神氣場 大川隆法作; 王為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815 經濟100關鍵詞: 精選最常用的經濟名詞,讀懂財經新聞不求人!不交艱澀的理論,而是透過故事培養經濟思維!聶小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822 越古老越美好: 原來經營的根本靠得是誠信 許汝紘暨編輯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7860 用圖片說歷史: 從希臘諸神到最後的審判: 揭露光芒萬丈的神話與傳說故事許汝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820 越古老越美好: 原來,通向成功的捷徑是複製 許汝紘暨編輯企劃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044 性學三論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 孫中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051 看不見的歐洲史: 貴族X情慾X文化雜交 葉小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075 用圖片說歷史: 從宮殿建築與王朝興衰中,看見充滿慾望與權力的宮廷故事許汝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082 彷彿 韋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5099 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旗手: 劉曉波の靈言 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930 太魯閣語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曾美珠, 鍾德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947 布農語卡群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谷明順, 幸玉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954 卑南語南王方言分類詞彙手冊 鄭仲樺, 林清美, 孫民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551 細讀以弗所書、腓立比書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2568 細讀耶利米書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762575 細讀耶利米書(下)、耶利米哀歌 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263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學校簡介編輯委員會編著 15 平裝 1

9789865627331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三屆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324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第二屆 陳憶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星齊一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270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手冊. 2017第十二屆陳偉業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65951 東亞產業發展與企業管理 原口俊道, 林雅文, 廖力賢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129 7000單字. LEVEL 4 陳紀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129 7000單字. LEVEL 4 陳紀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8832 你被稅俘了嗎?全球追稅下的遺贈稅新解 羅友三, 賴秋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6866 蘭醫生媽的老台灣故事: 風土、民情、初代信徒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原著; 鄭慧姃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59 林媽利醫師回憶錄: 融合科學與人文的奇妙女性林媽利口述; 劉湘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80 關懷雜集 府城石舂臼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97 血液之母林媽利 林媽利, 劉湘吟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018303 賭鬼的後代: 魏廷朝回憶錄 李俊達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962 連信道聖樂重唱曲集 連信道作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429 金色的世界: 海默三部曲之三 張系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608 小噹噹 神澤利子文; 柳生弦一郎圖; 米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615707 古利和古拉種南瓜 中川李枝子文; 山脇百合子圖; 謝依玲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876 呼吸、平衡與靜定:印度古典哈達瑜珈體位法 OM普拉咖許.堤瓦立(Om Prakash Tiwari)著; 黃貞玲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890 登山車騎乘技巧聖經 Mountain Biking UK著; Ian Ch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906 公路車技術指南:從新手到選手的基礎概念、騎乘技巧、體能訓練、清洗維修、飲食計畫全手冊Cycling Plus Magazine著; 盧姿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85937 太空旅行指南:從宇宙現象、天體環境、生理準備到心理調適尼爾.F.科明斯(Neil F. Comins)著; 高英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113 天地無心: 陳丁林油畫作品集 陳丁林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美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實稅務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昱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嘉專業高中英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7373 最新衝刺1000: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甄選 美鐘出版社考試用書編輯委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7380 最新軍事院校考試:智力測驗試題暨解析 美鐘出版社考試用書編輯委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7397 最新全科試題版: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美鐘出版社考試用書編輯委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898 金銀島: 魔鬼的選擇 陳竹蕾改編; 重花繪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39935 高雄左營 七日的青鳥 林秀穗, 廖健宏著; 王淑慧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9935 高雄左營 七日的青鳥 林秀穗, 廖健宏著; 王淑慧繪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39942 高雄左營 七日的青鳥 林秀穗, 廖健宏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4227 土地神的指導守則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487 刺客教條: 啟示錄 奧利佛.波登(Oliver Bowden)著; 曾倚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500 今宵異譚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517 Instagram瘋狂造粉術 鄭震秀作; 洪尚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524 青春,就該勇敢選擇: 何權峰給學生9種轉變人生的抉擇能力何權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4531 歡迎光臨,二代咖啡 許英萬文字.繪圖; 李鎬僔文字;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548 生酮抗癌: 突破性健康觀念,餓死癌細胞、預防失智、全力打擊重大疾病約瑟.摩卡拉(Joseph Mercol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555 無盡之美 修伯特多納諾(Hubert d'Ornano)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14579 失業勇者魔王保鏢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586 土地神的指導守則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609 奧格拉斯之槍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616 黃金比例常備菜 主婦與生活社作; 鍾雅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623 山怪: 山人口述奇異見聞錄 田中康弘作; 鍾雅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4630 探問禁止!主唱大人祕密兼差中 尉遲小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647 樂孕: 從懷孕到生產,迷思與疑惑一次解答,陪妳回歸美好孕程林思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654 致所有逝去的聲音 安琪.湯馬斯(Angie Thomas)著; 陳思因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661 歡迎光臨,二代咖啡 許英萬文字.繪圖; 李鎬僔文字;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678 金自然的韓國餐桌: 100道韓式常備菜 金自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4708 怪談病院PANIC! 小丑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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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841903 足球家族指南: 輸贏以外,一顆球打破傳統教育框架,踢出孩子創造力。陳信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927 十月的教訓 托洛茨基著; 江杰翰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841941 暗房裡的男人: 變性者一生逃逸計畫,一場父女的和解之旅。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著; 李康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85 財團法人租稅減免及財務會計 簡松棋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71 情繫遊蹤: 鄭勝揚藝術創作展作品集. 2017 鄭勝揚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7971 情繫遊蹤: 鄭勝揚藝術創作展作品集. 2017 鄭勝揚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勝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簡松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高寶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美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073 生命科學與工程 薛敬和主編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97 一段路: 曾淑敏創作集. 2008-2017 曾淑敏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336 臺灣樹木誌 呂福原等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51 驚奇露營 許金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91 公僕與納稅人: 嘉義縣政府苛政實錄 林添旺編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78 潛越的靈魂 延伸.擺盪: 柯適中作品集. 2017 柯適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473 一日一言. 續 賴永松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99 姚旭燈畫集 姚旭燈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33 藝文舊談 吳文彬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4349586 中國人物畫筆法之研究 吳傑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70 Strategic English writing for academic purposes author Grace Hui-chin Lin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50216 空服人員應考手冊 林慧菁[作] 平裝 1

9789574350490 English classroom activites for teachers as conductors林慧菁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70 圖解航業經營概論 鍾政棋作 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慧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鍾政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旭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柯適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永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金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添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盈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歐辰雄

薛敬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35 老來可喜心恬淡 柴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06349 林瑞楨古詩歌篆刻書畫集 林瑞楨著 平裝 1

9789574106349 林瑞楨古詩歌篆刻書畫集 林瑞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64 壽險核保檢驗判讀 呂廣盛著 七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688 終生志工刺槍夢 張博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0614 黃清泰.黃驤雲詩文集 黃清泰, 黃驤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30621 黃清泰.黃驤雲歷史足跡 黃清泰, 黃驤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156191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著; 林事樵編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26 快樂海 林幸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476 「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 游本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198 不動產交易與經紀業管理法 何彥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88079 佛母大孔雀明王共修儀 釋一吉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87 誰怕內線交易 賴英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19 展釘截鐵二十年: 胡達華80釘畫回顧 胡達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達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釋一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英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本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彥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事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幸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廣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博智

送存冊數共計：1

柴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瑞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28 合氣道神武 王琇娟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024 易.玄秘塔 戚桐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4031 易.九成宮 戚桐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841 單身嗎: 我們養你一輩子 賺錢社區 以德作 平裝 1

9789574347841 單身嗎: 我們養你一輩子 賺錢社區 以德作 平裝 1

9789574350261 自然成佛<>佛法大創作 以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92 樂活二三事 黃文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62 新象心相: 呂敏光膠彩畫展作品集. 2017 呂敏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13 天賦國家主權創新財源論2.0: 如夢似幻創新財源使命必達卓江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25 林莉芸油畫集. 二, 舞之人生 林莉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9425 林莉芸油畫集. 二, 舞之人生 林莉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46 造口照護電子書 羅淑芬 出版 其他 1

9789574346653 膚慰生命最後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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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7353 文殊閻王敵絕遮火刃之護遮修持必需法類彙輯直貢巴却吉札巴作; 普舟法師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522 陽光總動員 王婕伃等作; 趙定邦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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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淑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舟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卓江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莉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文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敏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桐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琇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065 圓明集 太一, 張丁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70 佛教的中心思想 威力.雪蓮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4797 英檢寫作書 邱彥霖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37 調音秘笈: 蔡醫師的音響與唱片世界 與辜成允老師的「九音真經靜」蔡克信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63 張國華2016-2017: 繪畫行者劄記選輯. 4 張國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64 彩色書法藝術理論篇 簡明勇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52 漢語俳句短歌短詩.吳昭新(瞈望) 吳昭新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59 排球裁判執法技術解析 (附2017-2020國際排球規則)陳進發、蔡崇濱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67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一冊, 原(一)(二)兩檔合編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49074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二冊, 原(三)檔影印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49081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三冊, 原(四)(五)兩檔合編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49098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四冊, 原(六)(七)兩檔合編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49104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五冊, 原(八)(九)(十)三檔合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49111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六冊, 原(十一)檔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49128 中華民國國史館典藏外交部移轉西沙群島檔資叢書. 第七冊, 原(十二)檔刊本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50483 <>及<>合刊本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93 菩提道次第略論講記. 第三冊 宗喀巴大師造論; 日宗仁波切釋論; 釋如性恭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釋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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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進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明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昭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克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華(南投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偉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帆

黃麗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02 傳家寶姓名學大全 劉鎮華著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574350919 傳家寶姓名學大全 劉鎮華著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95 Taiwan's 400 year history, anniversary edition 史明(Su Beng)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20 客語會話. I 賴文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87 NEW HOPE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小提琴. 第一冊陳永展作 其他 1

9789574348794 NEW HOPE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中提琴. 第一冊陳永展作 其他 1

9789574348800 NEW HOPE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大提琴. 第一冊陳永展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03 以教學成果升等報告書 鄭焜中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79 奇想的事件簿 阮秀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92 Gravity Differential And Applications Essay Cres Huang 2017(01)-preview其他 1

9789574350865 Wave and Tide Essay Cres Huang[作] 2017(01)-preview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75 在地偶得: 林世輝水彩作品集 林世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43 面山面海教育與救難機制論壇. 2017 Jim Duff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49 解密兒童爵士鋼琴 黃盟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381 建築設計理論與實例解析. 五, 大圖範例 張國禎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盟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國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世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崴媽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阮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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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鄭焜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施朝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文英

劉鎮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28 人生惆悵知多少: 水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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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0636 穿枝破葉一粒星 邱傑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236 跨越語言的鴻溝: 英語語言學理之初探 江瑞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5243 淺談自我決定理論與英語學習的關係 江瑞菁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21 漫畫道教室. 角色篇 黃道漫畫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82 動漫哈哈鏡. 2017-2 余曜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79 風雨中的小勇士 詹羽涵等文; 李明玲圖 平裝 1

9789574347186 毛大諾 鐘子桓等文; 翁沁瑩圖 平裝 1

9789574347193 團結與勇氣 游主暄等文; 翁沁瑩圖 平裝 1

9789574347209 成長的勇氣 利晉等文; 黃郁筑圖 平裝 1

9789574347216 小小勇士成長記 張雅閔等文; 楊宜螈圖 平裝 1

9789574347223 洪水後的幸福 莊鎮嘉等文; 張毓紓圖 平裝 1

9789574347230 勇不放棄之Pasuya狩獵記 林亦謙等文; 韓靚怡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132 花園 吳之馨, 丁文宇文; 吳之馨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89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dreams of divine positions translated by Jim Png Hau Che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72 繪畫理論: 從人腦判讀談起 張舜德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4351695 Painting theory: from human brain interpretation 張舜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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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舜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進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吳之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余曜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彥廷(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江瑞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韻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忠(臺中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傑



9789574347865 彩繪人生. 2: 李進安捐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彩畫專輯李進安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343 噩夢疆域. 上 毓翎著 其他 1

9789574351350 噩夢疆域. 下 毓翎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42 聚落人文話金山 李鴻謀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55 心靈活泉. 2 潘添盛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693 臺詩五百首 陳水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11 學甲慈濟宮史: 兼論神性、靈性及科學 李雄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19 下淡水溪風雲 羅景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881 汪濟詩書畫 汪濟作; 汪慕慈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208 烽火之下 力爭上游: 高永錫九十自述 高永錫作 平裝 1

9789574344451 烽火之下 力爭上游: 高永錫九十自述(簡體字版)高永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76 別雲間 月下凌冰客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69 散赤人的心聲: 王國平(清忠)回憶錄 王國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家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元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振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永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雄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景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水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毓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鴻謀



9789574344550 同分異構: 教學課程與實務整合教學成果實紀 林家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53 警察學 陳明傳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789 阿泥與星星 邱晴, 許芝瑋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83 花材名 江雪鴻彙編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328 海島行舟 李瑞軒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199 張筇臻畫集 張筇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274 畫筆尖的遨遊: 姚植傑作品集. 一 姚植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04 霜羽漠龍 羽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60 畫禪: 韋潤之水墨畫集 韋旭昇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02 台灣厝買賣文化寶典 賣厝阿明作 平裝 1

9789574349937 房仲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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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6349 醫學術語：剖析字根系統字彙記憶法 張玠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561 童少塵與土 洪伯溫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伯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韋旭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植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昕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瑞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筇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雪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明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51 風與髮型 蔡安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905 那一年,年少也輕狂 小成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44 寧靜致遠: 朱恆清九十書畫展集. 第四輯 朱恆清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087 鄒維揚書法作品集. 2017 鄒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100 證券投資G.S.W.制 廖慶強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254 愛, 在家鄉蔓延: 張丁和先生及其子女做公益的故事江連君作; 張惠琳繪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07 孤獨島嶼: 妥協之島 吳善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99 鐵道王 王景標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50 晦澀的蘋果 蕭詒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80 踏上貓奴不歸路 李佳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827 防水100問 康信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1244 大信防水前傳: 康信豐回憶錄 康信豊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信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詒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佳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英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景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慶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威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恆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鄒維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安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成成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19 近接避碰 李文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08 黃一弘臉書畫像集 [黃一弘作]; 黃珩中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8008 黃一弘臉書畫像集 [黃一弘作]; 黃珩中英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39 六堆客家傳統體育「客家獅」及「攻炮城」之研究黃枝興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83 Home Run Taiwan與臺灣一起前行 高人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90 將軍村: 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李康年等作 平裝 2

9789574348190 將軍村: 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李康年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312 物外真游: 李育萱書畫印作品選輯 林倩華翻譯; 林時賢攝影 平裝 1

9789574348312 物外真游: 李育萱書畫印作品選輯 林倩華翻譯; 林時賢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428 愛: 讓生命不一樣 林子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442 烈嶼風情畫: 迎風之歌 張麗霜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10 數位貨幣與區塊鏈 駱建功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8510 數位貨幣與區塊鏈 駱建功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8510 數位貨幣與區塊鏈 駱建功等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27 強化肌力遠離疾病: 銀髮族居家肌肉鍛鍊運動指南黃新作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黃新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郁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麗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駱建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李育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子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文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康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一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枝興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文愚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72 共軍領導人名錄 黃郁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89 藏-歲月的溫度: 朱冠樺攝影集 朱冠樺攝影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57 流觀山海: 游純模東北角紀遊圖冊 游尚儒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688 翻轉大學課程: 團體導向教學的轉化與成果 陳瑜容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49 鄉曲野意: 陳美櫻墨彩畫集 陳美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56 建築法解釋函彙導讀. 2017年版 蔡明璋, 林益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55 2016黎蓉櫻獨唱會: 美國藝術歌曲之夜演唱曲目詮釋報告黎蓉櫻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17 音律覺知氣壓SPA 林宥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23 形色之間: 蘇錦皆油畫粉彩作品集 蘇錦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78 傳聞中的嘉蘭舊事: 陳正輝老師的一生 陳孝義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05 Pinsbkan的神話 張秋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80 十二年無薪的日子 王梅芬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梅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孝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秋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宥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錦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明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蓉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瑜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美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冠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純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03 多平台營運: 跨境電商理論與實務 賀光輝, 顧鳳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65 飛吧!七股的黑面仔 巫昱宏作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72 洪助誠書法展作品專輯 洪助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89 田志剛老師升等技術報告彙編 田志剛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33 員貝誌 陳品臻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40 格林法則7000單字統整暨歷屆試題實戰 楊智民, 蘇秦, 馮宇禎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71 位子 于宥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95 日常.拾情: 許凱玲創作專輯 許凱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388 山海頌歌: 陳麗娟書畫集 陳麗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32 胡扯集 趙永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49 阿美族樂舞世界 林照玉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永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照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克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麗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智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于宥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志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品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巫昱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助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賀光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63 開啟贏家之路(股票+指期獲勝之法) 傅國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94 臺灣一村: 空軍三重一村保存12年記事 董俊仁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593 明清畫僧集粹 林孟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09 垃圾堆 Frank 林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30 汽車駕駛筆試題庫(越語版) 陳永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16 安樂善終鬥士: 傅達仁詩書畫作品集 傅達仁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61 心現菩提月.筆成山水情: 卓麗秋(心月)水墨瓷器創作專輯卓麗秋創作 平裝 1

9789574349661 心現菩提月.筆成山水情: 卓麗秋(心月)水墨瓷器創作專輯卓麗秋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85 應用於年長者照護的「具光感之伸縮計時裝置」周郁文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46 鄰居: 小六和番薯 林宜政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39 在天地間逐風: 林順雄作品集. 2017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08 對號入座: 給50歲的情書 劉馨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馨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錦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宜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介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卓麗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郁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永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達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林孟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Frank 林

傅國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俊仁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21 道德三字經 陳錦煌著 平裝 1

9789574351831 道德三字經(簡體字版) 陳錦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07 震作稿 陳光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45 談郵票設計背後的故事 郭錫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06 「惜物保福-朱芳本補硘收藏展」展覽專輯 朱芳本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90 佛經有關「病」的解說 張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9890 佛經有關「病」的解說 張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83 中山女高特色課程: 我們的武俠課 林世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87 微積分重點學習攻略 王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094 微積分重點學習攻略: 精進學習版 王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100 商用微積分重點學習攻略 王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117 商用微積分重點學習攻略: 精進學習版 王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124 金融商品實務攻略 王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131 金融商品實務攻略: 精進學習版 王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56 姐就是不怕黑天鵝: 糖果小俠的冥想書 展竹芬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49 十二個娃兒在我家 黃木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049 十二個娃兒在我家 黃木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155 老梅謠. 卷一, 血色童謠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0162 老梅謠. 卷二, 凶宅探秘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0179 老梅謠. 卷三, 混沌七域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芙蘿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展竹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木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世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偉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芳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麗卿(南投縣)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光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錫聰



9789574350186 老梅謠. 卷四, 正氣長流(大結局)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0254 老梅謠. 卷一, 血色童謠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0308 老梅謠. 卷二, 凶宅探秘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0315 老梅謠. 卷三, 混沌七域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0322 老梅謠. 卷四, 正氣長流(大結局) 芙蘿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230 我的人生歷程 廖中方作 平裝 1

9789574350230 我的人生歷程 廖中方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223 「發現台灣」音樂會詮釋報告: 論析六首台灣當代中提琴作品趙怡雯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44 寫實世界: 宋東章攝影集 宋東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68 涂翠雲水墨畫集: 詩情畫意 [涂翠雲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75 成交 水到渠成!: 週週報件的6 Call經營管理學 方瀧五, 彭啟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82 蓮華池邱氏家譜 劉澤民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629 張鴻政攝影集 張鴻政文字.攝影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11 Surgery-First Approach in Orthognathic Surgery C. Shing Huang, Yu-Ray Chen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04 不想吃花的魅魔 新月夏作 平裝 1

9789574351176 Laurustinus繡球花 新月夏作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66 愛自己沒那麼難:115種關愛自己的方式 Jack Yen Chen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Jack Yen Che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烱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宛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陳梅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鴻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涂翠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瀧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趙怡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宋東章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廖中方



9789574350766 愛自己沒那麼難:115種關愛自己的方式 Jack Yen Che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22 設計方法應用於廚房手工具實務創作 林勝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84 潢浜絵 李淑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77 格非札記 甘格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07 不務正業: 右手傳奇 黃懷鋌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69 嶺南畫境: 李源海的水墨世界 李源海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06 虎攝無界: 手中的活火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37 隨興攝影筆記簿 陳重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66 上善若水: 水若詩集 水若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51657 上善若水: 水若詩集 水若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32 A兔 Willy Wanderso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51848 A兔 Willy Wanderson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879 許氏族譜 許滿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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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滿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士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Willy Wanderso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志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重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懷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源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淑珠(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甘格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勝恩



9789869494809 現代水墨傳教士的聖經: 劉國松版畫作品集 劉素玉主編 平裝 1

9789869494816 點滴.自在: 林磐聳六十藝術展 張敬亭編輯/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659 心型領導人: 一位神秘校工如何改變一支球隊 托德.康威爾(Todd Gongwer)著; 黃大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053 正念走路 方進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77 數位影像創作教學之行動研究: 一位藝術設計教師應用磨課師之實踐劉光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84 教育名家名畫集註 黃坤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091 農學.休閒.生活: 臺灣農業產業文化的體驗與發現張宏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789 醫師娘小野的10分鐘減糖實驗廚房 小野千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796 癌症不是病 安德烈.莫瑞茲(Andreas Moritz)著; 皮海蒂譯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48601 清血管.防中風 生活習慣2選1:日本名醫年輕15歲的健康秘訣!預防三高、中風、失智症!池谷敏郎著; 王薇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18 銀髮醫學 醫學人生 何明道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25 醫生菌: 細菌是我們的醫生 陳立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32 低GI & 211飲食法 南基善, The Light著; 蔡依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3993 路演大師Roadshow Master: 一「演」成名打造強羅集的商業價值體系付守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489 形塑人類文明的80種植物 海倫與威廉.拜能(Helen & William Bynum)著; 楊惠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0496 你所不知道的伊斯蘭: 西方主流媒體外的另類思索夏迪.哈彌德(Shadi Hamid)著; 洪世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25 叛逃共和國 格雷.米歇爾(Greg Mitchell)著; 張毓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32 比小說還離奇的12堂犯罪解剖課 薇兒.麥克德米(Val McDermid)著; 楊佳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49 時光的禮物: 從荷蘭角港到多瑙河中游的青春浪遊派翠克.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著; 王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56 發明俄羅斯: 從戈巴契夫到普丁,近代俄羅斯國家轉型與發展歷程亞凱迪.歐卓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著; 楊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63 大歷史: 從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 辛西婭.史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著; 楊惠君,蔡耀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70 東京甘味食堂: 尋訪60間隱藏在東京巷弄裡的在地好店若菜晃子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87 Pasta: 義大利料理教父傳授廚師生涯五十年最經典義大利麵料理全書安東尼奧.卡路奇歐(Antonio Carluccio)著; 陳思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394 歐洲暗影: 一段橫跨兩場冷戰、三十年歷史的東歐邊境之旅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y)著; 徐麗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02 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 楊仕音, 林雅玲, 顧曉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19 布娃娃殺手 丹尼爾.柯爾(Daniel Cole)著; 狄芬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33 極北之旅 弗瑞德約夫.南森(Fridtjof Nansen)著; 汪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40 高上振免揉麵包教室: 只要掌握攪拌、折疊、發酵三步驟,在家也能輕鬆做出健康美味麵包高上振著; 樊姍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71 旅行上癮者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著; 余佑蘭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701 Impossible to swallow Author C .J. Anderson-Wu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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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神田靖子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核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0960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6: 健康服務論文集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健康與管理學院編輯委員會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3781028 宴遊文學與經典選讀 郭美玲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158 軍人倫理: 如何成為有倫理的好軍人 陳小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1165 能源概論 陳維新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781172 機械製造 Mikell P. Groover原著; 傅光華等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189 電力系統分析 Charles A. Gross原著; 張夢齡, 尤榮祿, 葉官俤原譯; 黃昭明, 黃燕昌編譯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781196 普通物理實驗 陳華明等編著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81202 生活科技: 融入科技的健康生活 梁立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1219 臨床醫護術語 張淑媛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226 冷凍空調 蔡尤溪, 黃正光, 林振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233 音樂欣賞 蔣啟真, 羅珮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240 物聯網理論與實作 顧皓翔研究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257 公民與社會 王玉華等編著; 吳芳德主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1264 普通化學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林志鴻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271 職業安全衛生 蔡宏偉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1288 應用微生物學 王三郎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781295 普通物理 Hugh D.Young, Roger A. Freedman原著; 洪正聰等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301 光電工程概論 林清富, 陸瑞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18 電子,信號,與通訊創新科技研討會壁報論文集. 2017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32 PLC可程式控制器原理與實習 陳福春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3781363 都市計畫之大眾捷運系統規劃與區域計畫分析鄭志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70 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與交通運輸規劃 鄭志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87 科大經典文學 李燕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400 醫護化學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怡諭等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417 普通化學實驗 中原大學化學系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3781431 閱讀與書寫: 文學與生活 陳正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448 簡明工程數學 羅文陽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462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7: 健康行銷論文集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健康與管理學院編輯委員會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3781479 中文閱讀與表達 盧景商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486 文學與人生: 閱讀與書寫 陳美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09 基礎日本語 劉姬芳, 高子原, 張雅棻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3781516 空氣污染與控制 陳維新, 江金龍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1523 悅讀與舒寫 朱介國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30 普通化學實驗 潘文彬, 魏麗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759 奇妙造物主: 從渺小生命觀天父世界 大衛.斯坦恩(David Stein)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314766 健康心起點: 七大護心關鍵教你打造健康的心 林謂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2117 美感日常: 構成思考練習題 林秋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613 輕鬆歌唱 王志成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350 捷運X殭屍 奇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6367 RETINA 伍薰, 鏡漟, 柏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泰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時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5392 一個人的旅行: 瞿倩梅的綜合材料繪畫 陳義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7212 僑教研究. 第二輯: 策略與教學 蔡雅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229 是真的嗎?繪本職人閱讀地圖. 2 賴嘉綾作 平裝 1

9789574457236 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 黃自來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243 TOEFL Junior解題聚焦&全真測驗 Eric Yang作 其他 1

9789574457250 Language files: materials for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Hope C. Dawson, Michael Phelan作 平裝 1

9789574457274 IELTS test practice book Andrew Guilfoyle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457281 The practical use of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Jeffery E. Denton, Hui-fen Tang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7298 Envisioning the world John milton and the cosmographical discourseChia-Yin Huang[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11 由文入藝: 中西跨文化書寫 張錯教授榮退紀念文集孫紹誼, 周序樺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28 兒童文學的邊陲、版圖、與疆界: 社會學與大眾文化觀點的探究杜明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80 陳黎詩集. I: 1973-1993 陳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457526 山裡的女孩: 張玉芸短篇小說集 張玉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540 附魔、疾病、不死生命 黃涵榆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801 專攻學測106-100仿學測歷屆試題: 數學 高明出版數學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9403801 專攻學測106-100仿學測歷屆試題: 數學 高明出版數學團隊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273 冷案重啟. 3, 黑色交響曲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297 死者之證. 1, 女法醫的活體實驗 蕭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303 死者之證. 2, 不可能之犯罪嫌疑 蕭珊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835 Fretboard Secret Handbook (2nd Edition) Scott Su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5951 金剛經隨堂筆記 慧斌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05951 金剛經隨堂筆記 慧斌居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0818 奉獻一生.盡其在我: 蔡瑞榮校長八十回憶錄 蔡瑞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825 我只是與眾不同: 10人中就有1人是泛自閉症者的真相本田秀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849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楊朝仲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0870 祕書力: 主管的全能幫手就是你! 石詠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0924 聰明選股即刻上手: 創造1700萬退休金不是夢 吳宗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931 環台COOK小小吃: 29道在地美食輕鬆學 余姍青, 方冠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0986 圖解品牌學: 企業致勝的關鍵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明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高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夏河文創



9789864510993 圖解產品學: 管理力與經營力 戴國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006 24小時外匯煉金術 歐陽聖司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186 <>十譯比較及新譯註: 圓滿成就智慧能斷金剛法門楊宗翰編譯註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660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新形勢與挑戰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677 我的三個故鄉: 台灣、委內瑞拉、中國大陸 戴書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684 兩岸情緣30年 習賢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9408691 透析臺灣政治攻防 楊昆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699 綠環境技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鄭魁香, 連苑廷, 蔡瀚德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27155 國建國造研究發展 陳昌蔚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487 長流水: 邱一帆客語散文集 邱一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107 破碎的神聖 賴依欣, 黃鈴珺執行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212 忠貞救國: 文天祥 萬繩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281465 應用文劄記 王英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583 台美混血兒奮戰記: 從武術找到幸福 陳燕銀, 何瑞元, 何岸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542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V章: 航行安全及航行系統與設備性能標準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59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IV章: 無線電通信與無線電通信設備性能標準周和平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66 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的操作使用 周和平, 胡家聲編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原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矩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埕文化藝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高苑科大綠工程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軍造船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2872 天國 生奶作 平裝 1

9789868972889 谷縫。321 生奶著 平裝 1

9789868972896 提款機 生奶著 平裝 1

9789869529709 怕你的嘴巴 生奶著 平裝 1

9789869529716 字母四體及其發音 生奶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804 天黑請閉眼 英張漫畫; 好風光編劇團隊原著編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11 東離劍遊紀: 創作合輯ANTHOLOGY Thunderbolt Fantasy Project原作; 霜月灰吏漫畫; MW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28 東離劍遊紀: 乙女幻遊奇 Thunderbolt Fantasy Project原作; 霜月灰吏漫畫; MW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35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6081842 積木之家 日下棗漫畫; 好風光編劇團隊原著劇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59 五味八珍的歲月 左萱漫畫; 傅培梅原著小說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66 從雲端開始愛. 第二集: 倫敦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73 從雲端開始愛. 第一集: 倫敦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880 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 虛淵玄原作; 佐久間結衣漫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081897 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 虛淵玄原作; 佐久間結衣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81903 夢裡的一千道牆 王小棣, 柯雁心, 吳怡靜原著劇本; 王登鈺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927 從雲端開始愛. 第三集. 臺北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14 第二十一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吳晟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劉沛慈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200 流浪.大叔.歐多拜: 給活著的自己一個流浪的理由鍾品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546 我有一隻霸王龍 楊楊文; 趙闖繪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19611 牠們: 翼龍時代 趙闖繪; 楊楊文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8750 望江南 竹下寺中一老翁作 平裝 1

9789865848767 帝策臣軌 竹下寺中一老翁作 平裝 1

9789865848774 項家大少 疏朗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781 項家大少 疏朗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70743 女孩們 艾瑪.克萊恩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750 阪急電車 有川浩著; Asma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0828 幸福死: 面對死亡的31個練習,用你想要的方式告別石賀丈士著; 洪逸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897 因為任性 所以認真：一片面膜,打造一個億萬致富傳奇妍容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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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凌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真理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祝強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原動力



9789571370910 一個人的京都秋季遊 柏井壽著; 柯依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58 長樂路: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 史明智(Rob Schmitz)著; 葉佳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989 私藏男友: 我與管麟的每一天迷人 單眼皮×破表男友力,360度讓你全面佔有管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09 誰是中國人: 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林泉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16 貓劍客: 古蜀帝國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1371078 人生海海: 我在豪華郵輪工作的日子 斯里曼.卡達(Slimane Kader)著; 周伶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85 孩子不再討厭數學: 10招媽媽輕鬆教的生活數學孫路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08 錢難賺,基金別亂買 基金黑武士, 基金艦長哥倫布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1115 聽懂臨終絮語: 語言學家帶你了解親人最後的話莉莎.史瑪特著; 黃元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092 孩子不再害怕數學: 10招爸爸輕鬆教的生活數學孫路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22 泌尿科醫師的電影處方箋: 28部經典電影,讓你性福.健康有醫劇鄒頡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39 阿德勒勇氣整理術: 擺脫焦慮,別再責怪自己,也不遷怒家人,讓空間與人生都變美好的整理魔法丸山郁美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46 別人不敢做的事 明蒂.梅希亞(Mindy Mejia)作; 鄭淑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53 時晴時陰 川上弘美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60 天才在左 瘋子在右 高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77 企鵝的蝴蝶效應 中山智幸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191 我看得到 艾瑞克.巴克萊文、圖; 葛容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1207 破案神探. 二部曲: 犯罪是天生邪惡還是後天塑造?FBI探員側寫連續殺人魔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 馬克.歐爾薛克(Mark Olshaker)作; 葛佳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14 記者不是你想的那樣: 蕭彤雯的新聞現場 蕭彤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21 城市修道者: 暫停時間,尋找成功、快樂與平靜的幸福法則佩德蘭.修賈(Pedram Shojai)著; 游淑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38 沙漠花開時: 找回內在平靜的42則生命寓言 普仁羅華(Prem Rawat)著; 黎燕瓊, 何翠薇, 洪傳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45 場景革命: 產品即場景、分享即獲取、跨界即連接、流行即流量,重構人與商業的邏輯思維吳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52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 華倫.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原著; 勞倫斯.康寧漢(Laurence A. Cunnungham)編著、導讀; 許瑞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69 在下流時代,也要做幸福老人: 利用共享生活創造老後幸福三浦展著; 林育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76 廢文 蔡嘉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83 打開冰箱,有什麼就煮什麼!職業婦女的230招: 日本人氣料理家教你10分鐘做出常備菜、減醣料理、便當菜、配酒菜井上佳苗作;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290 謊言: 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 金琸桓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306 斜門歪道: 近代哲學的驚世起源 史蒂芬.納德勒(Steven Nadler), 班.納德勒(Ben Nadler)作; 胡訢諄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1313 這樣開會,最聰明!: 有效聆聽、溝通升級、超強讀心,史上最不心累的開會神通100招!莎拉.古柏(Sarah Cooper)作;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320 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讓自己心碎: 雪兒.史翠德最珍愛的132則生命靈光雪兒.翠德(Cheryl Strayed)作; 沈維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337 大清帝國的衰亡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 廖彥博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1344 星座大戰. 4部曲 Piep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351 快時尚慢消費: 正視平價時尚背後的浪費、剝削和不環保,學習穿出自我風格而不平庸伊莉莎白.克萊(Elizabeth L. Cline)著; 陳以禮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1368 大地: 大地三部曲. 第一部 賽珍珠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375 兒子們: 大地三部曲. 第二部 賽珍珠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382 分家: 大地三部曲. 第三部 賽珍珠著; 彭玲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05 美好.溫暖.三明治: 44道超乎想像的三明治機驚奇料理好時光小群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12 從你和我,變成我們 裴城太著; Yi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29 門診時醫師不會告訴你的養生祕訣: 51位權威名醫親身實踐的抗老保健法時報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43 紫微星鑰: 在紫微斗數命盤中,洞悉人生大道理!王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50 不再討厭的孤獨 瀨戶內寂聽作; 呂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67 外商顧問超強問題解決術: 整理、分解、比較,3步驟一次解決所有工作困擾森秀明著; 陳昭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74 15分鐘說出10億營收 嚴健誠、黃晨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1481 有風吹過廚房 食家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498 謝沅瑾最專業的經典居家風水: 格局解析＋場景實勘＋3D圖解,教你累積財富、化厄運、招好運,買房看房、整修改運,好人生就靠這本!謝沅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04 女間諜的告白 保羅.科爾賀著; 陳佳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11 教出創造力: 哈佛教育學院的一門青年創新課 東尼.華格納(Tony Wagn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28 告別負能量: 續集居然就是完結篇! 林育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42 養得起的未來: 退休要有錢的35個財富觀念與人生態度陳亦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59 極簡思考: 廣告教父莫里斯.薩奇的46個創意訓練點子謀奇廣告(M&C Saatchi)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1566 台海年月: 情牽兩岸民眾往來紀事 年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73 與失智老媽住一起: 一場長期照護實況轉播 松本秀夫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80 好運久久108招: 零花費、超簡單，讓你錢財、桃花、貴人一直來!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35 不能光說NO: 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著; 朱崇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597 破案神探. 三部曲: 大屠殺、無差別殺人與連續殺人犯,FBI探員剖繪犯罪動機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 馬克.歐爾薛克(Mark Olshaker)著; 劉體中, 霍達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03 pickle!罐頭 李維菁文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1610 年輕是這個世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孫宇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27 善女良男 石芳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34 幸福眼鏡: 59個點亮人生路的心靈觀點 河合隼雄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41 解決｢麻煩｣的技術: 1張表格+4個步驟,瞬間斷開煩亂,掌握成功的捷徑松田元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58 2018最後負能量 不用撕的手帳式週曆 林育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65 用對腦 賣什麼都成交: 輕鬆CLOSE訂單的30條左腦右腦換位銷售術孫路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72 豬豬第一名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圖.文;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1689 黑暗中,我們有幸與光同行: 20個以溫暖道別、感受生命重量的故事許伊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696 鏡之書 尤金.切洛維奇(E. O. Chirovici)著;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02 漫長的藉口 西川美和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19 交易員的靈魂: 故事版 黃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26 那些最靠近你的 陳繁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33 10分鐘搞懂策略佈局: 創造營收、突破困境的62招策略選擇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吳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40 10分鐘弄懂深度行銷:成為下一個市場強者的行銷聖經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吳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64 一個人的京都冬季遊 柏井壽著; 王文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71 賈如幸福慢點來:只要懂得轉身,傷與愛都是遇見美好的道路賈靜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88 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百年時光中的文學潛行者楊絳慕容素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95 詹惟中開運農民曆. 2018: 解析個人流年紫微密碼,趨吉避凶,讓你扭轉乾坤、事業興旺、桃花貴人旺旺來!詹惟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01 世界史聞不出的藥水味: 那些外國名人的生老病死譚健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18 莉莉和她的王冠 史蒂芬.羅利(Steven Rowley)著; 胡訢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32 生命的河流: 七堂關於人生的成長課 陶曉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371856 為什麼你很努力,卻過得不如意 子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63 矯正可以不拔牙 趙哲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31 黑水燈塔船 柯姆.托賓(COLM TÓIBÍN)作; 李淑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48 從小玩到大,一路玩到發 林富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55 紫微四化 王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62 媽媽的逆襲: 殘酷而又燦爛的苦情主婦奮鬥記 格倫儂.道爾.梅爾頓著; 徐力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79 鋪梗力: 影響力教父最新研究與技術,在開口前就說服對方羅伯特.席爾迪尼(Robert Cialdini)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86 破案神探四部曲: 我們為何對陌生人卸下心房?FBI剖析第一起網路連續殺人案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 史蒂芬.辛格勒(Stephen Singular)著; 陳四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93 寫給每個人的社會學讀本: 把你的人生煩惱,都交給社會學來解決吧岩本茂樹著; 李尚霖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006 那一刻,我的餐桌日常: 食物攝影師的筆記 沈倩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020 情欲徒刑: 給困在親密關係卻失去性愛的你 Esther Perel作; 陳正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044 每一個否定,帶你更接近肯定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游淑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051 只是想活得漂亮: 敬每一次得到或學到、每一個失去或擁有、每一種恐懼或快樂許允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068 造房子 王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075 超級班恩: 不怕黑的小小英雄 法蘭西絲卡, 羅曼.沙赫度文; 莉莉.拉巴勒納圖; 劉璞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082 超級班恩: 有禮貌的小小英雄 法蘭西絲卡, 羅曼.沙赫度文; 莉莉.拉巴勒納圖; 劉璞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099 羅馬的四季 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著;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129 NGO與顏色革命 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作; 柴曉明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136 隔壁那對夫妻 莎里.拉佩納(Shari Lapena)作; 王欣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143 假裝是個好爸爸: 抓住上場好時機,老婆、小孩都愛你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陳重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11 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 專欄作家化身高年級求職生的臥底觀察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作; 林淑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80 心靈遊戲: 與自己相伴的正念創意手冊 亞歷珊卓.凡瑞(Alexandra Frey), 歐騰.圖同(Autumn Totton)作; 楊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03 看見真實的北極: 不老探險家帶你與北極熊相遇陳維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89 大佛有抑無: 劉振祥的「大佛普拉斯」影像紀錄劉振祥, 黃信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002 感知最大值 陳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631 觀情齋肆: 歸來去 青丘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75648 觀情齋番外: 竹圍記 青丘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雲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05

送存冊數共計：105

泰陽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832 中山學報. 第三十六期 中山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47 自依法依 釋開仁作 平裝 1

9789869273947 自依法依 釋開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121 護理師102-106歷屆試題.協奏曲 吳大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1825 旅行吧!傑瑞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文; 程宜方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101 高雄市美術推廣傑人會會員作品專輯. 2017 貫虹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927 老師的刷子. III 高雄市SUPER教師團隊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904 劉銘的指畫世界 劉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605 妙哉馨子丹青總是詩: 廖榮昌收藏張繼馨山水書畫作品集張繼馨, 張小芹, 曾憶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505 尋獵 談惟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512 碎骨大陸編年史 周霞竹責任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679 「聽」懂英文文法和長難句口語表達: 應戰iBT、New TOEIC、IELTS陳儀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31 學校沒教的趣你的英語單字 郭玥慧, Jin-Ha Wo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48 圖解式英文句型＋作文. Basic 孟瑞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55 跟著小吃用英語晒台灣 林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62 一次就考到雅思說,聽6.5+ 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79 國貿人在全世界做生意的必備關鍵口說+Email 陳幸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86 與國際接軌必備的中英展場口譯 莊琬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2893 圖解式英文中級文法: 看希臘神話,4週文法速成邱佳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畫有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浮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教師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龍岡親義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景世界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美術推廣傑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三元補習班

高市中山學術研究會



9789869528818 國貿英語E-mail有一套: 我靠抄貼效率翻倍、獎金加倍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8801 首選必考新多益文法:金色證書 郭玥慧, Jin Ha Wo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825 英文文法超圖解 朱懿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832 國貿人在全世界做生意的必備關鍵翻譯與句型劉美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8849 空服地勤100%應試+工作英語 陳坤成, 謝旻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8856 新托福100+iBT文法 許貴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60683 校長專業學習社群實施對校長領導能力影響之研究丁一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2661079 教育讓社會更美好 吳清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109 結構方程模式: IBM SPSS與AMOS的應用 Niels J. Blunch著; 吳政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369 教育行政學 謝文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61413 結構方程模式: 偏最小平方法PLS-SEM Joseph. F. Hair, Jr等著; 湯家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61536 教育論文寫作與實用技巧 吳和堂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661673 課堂行為: 有效教學、行為管理與同儕支持的實務指引Bill Rogers原著; 張民杰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1938 憲法人權與實用法律 楊富強, 蘇世岳, 陳龍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157 創新服飾產業人才校外實習合作培育模式 廖元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509 無礙智 無量光: 牟尼密意顯明論: 從0到100的圓滿成佛智慧書薩迦班智達(Sakya Pandita)作; 堪千阿貝仁波切講述; 拿旺措瓊(Ngawangf Tsojung)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305 只有相思是 陳潔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653 學測A++高中地理學測複習講義 邱雯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60 學測A++高中歷史學測複習講義 梁賢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77 學測A++高中化學學測複習講義 陳立偉, 劉獻文, 周俞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84 高職數學C學習講義課後練習本 翁儷, 曾嘉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691 當你遇見他們的故事: 16堂知性與感性的閱讀寫作練習簡麗賢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07 閱讀博覽會 陳正家, 林麗雲, 王詠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408 頃刻一世 時起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102 餵貓記 阿敏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時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浮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班智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高等教育



9789868934962 創造的原點 天野尚作品集(天野尚生平自述) 天野小百合撰文, 天野尚攝影; 沈淑芳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801 NTA搜救員緊急災難救護學理與應用 謝伯宏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8211 重症醫學實證精要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8228 實用重症營養治療手冊 尹彙文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178235 臨床營養學: 膳食療養 陳淑娟, 尹彙文編著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107 榮欣藝揚會員聯展. 106年 黃慶章等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104 大潭藻礁不要說再見! 桃園在地聯盟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589 聖經餐桌小旅行: 用45道料理創造美好團契 蘇恩惠(Jonanna Dippenaar)著; 蘇美珍, 陳綺芬, 楊璿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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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985619 約書亞記 弗斯(David G. Firth)著; 藍慈理, 姚傳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26 約拿書 羅絲瑪莉.尼克遜(Rosemary A. Nixon)作; 林永發, 魏韻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40 再建青春 校園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57 牧養策略力: 青少年牧養的有效對策與實作技巧洪中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85664 恩典不虛傳: 讓福音再次打動世界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徐成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71 正看性別危機: 更新眼光,帶來轉機 王文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88 恩典不虛傳: 讓福音再次打動世界(簡體字版)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徐成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695 校園六十 校園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725 再思保羅稱義觀: 傳統派與修正派的6場對話 魏斯特鴻(Stephen Westerholm)作; 譚達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732 21世紀舊約導覽 卡蘿.卡明斯基(Carol M. Kamiski)作;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756 存在的理由: 從傳道書看科技社會的虛空與盼望以祿(Jacques Ellul)著; 孫芥石, 郭秀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985763 靈性診療室: 困境中的18帖聖經智慧 李文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352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050369 誰都會做的超好玩感測機器人 熊谷文宏著; 陳曉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376 尋找55歲後的生活方式!: 100個再也不擔心退休金不夠的工作55+Life Design室著; 陳曉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383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050390 Make: 動手玩藍牙: 用Arduino、Raspberry Pi與智慧型手機打造低功耗藍牙專題艾拉斯戴爾.艾倫(Alasdair Allan), 唐.柯曼(Don Coleman), 山迪普.密斯特里(Sandeep Mistry)合著; 潘榮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406 預約不到的料理教室!美人袐密食譜 道乃著; 程永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413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編;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050420 Make: littleBits快速上手指南: 用模組化電路學習與創造艾雅.貝蒂爾(Ayah Bdeir), 麥特.理查森(Matt Richardson)著; 江惟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泰電電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在地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桃市榮欣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迅雷救援協會



9789869511902 詩意麥積山 王柏鐺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701 四媽祖薪傳腳印 林錦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416 好命密碼: 數字磁場的魅力. 親子.教育.健康篇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306 三灣桐境仙峰館 江易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6818 他們的年代-重返1930: 秋惠文庫收藏繪畫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53617 食居城南: 南門市場與周邊飲食的生活故事 黃學正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2849 未來生活的創新提案 黃天佑, 楊振甫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143 新興市場商機探索: 菲律賓 石育賢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50 電子材料產業年鑑. 2017 葉仰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67 建永續: 循環再生 創新經濟 蘇孟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67 建永續: 循環再生 創新經濟 蘇孟宗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36921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題示例 吳國良等編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7536938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國文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45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英文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52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數學甲、數學乙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69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歷史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76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地理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83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物理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36990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化學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08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生物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15 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與解析公民與社會考科. 106學年度吳錱俞, 翁群評,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46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度指定科目考試工作報告. 106學年劉孟奇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天元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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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4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善人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桐境仙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園龍德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宬嘉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503 小畫家繪畫比賽. 2016第一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932 太平洋區域年鑑. 2016-2017 邱達生主編 平裝 1

9789869084932 太平洋區域年鑑. 2016-2017 邱達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465 聽!天主的聲音. 聖人篇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編著; 黃婉茹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7472 聽!天主的聲音. 聖人篇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編著; 黃婉茹繪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866 四座上師相應法釋論集 第五世夏瑪仁波切等作;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彙編; 堪布羅卓丹傑, 妙融法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897 勝道寶鬘 岡波巴作; 妙融法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6691 不動產估價實務問題之研析 黃良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7203 GS1-全球用戶手冊 GS1Taiwan作; 林婷, 胡榮勝翻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824 我國宗教行政管理法制: 2017年專書 邱子宇作 平裝 1

9789869228831 新「勞基」法制與勞資因應 鄧學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2796 台灣公路建設紀要 張浵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22417 小銅板大夢想: 新移民的理財魔法 李岳軒,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4075 潘玉良版畫全集 衣淑凡[作]; 李宥薰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608 廣論之平議. 七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15 廣論之平議. 六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青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顧問工程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地政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品條碼策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光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化育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9789869565622 廣論之平議. 五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39 廣論之平議. 四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46 廣論之平議. 三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53 廣論之平議. 二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60 廣論之平議. 一 正雄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77 繫念思惟念佛法門 蔡正元老師 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84 俺矇你把你哄 正玄教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5691 正覺學報. 第四期 蔡禮政, 張志成, 袁經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880 企業永續系列專書. 第三冊: 企業永續契機-全球氣候變遷下永續發展策略顧洋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147897 企業永續系列專書. 第四冊: 企業永續指南-邁向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申永順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6185 王城劍獅: 安平港的奇幻旅程 王耀東, 陳建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255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1, 專論一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3262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2, 專論二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3279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3, 專論三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3286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4, 時論一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3293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5, 時論二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8909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6, 二二八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8916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7, 書評書序一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8923 治史起造台灣國: 張炎憲全集. 8, 書評書序二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8930 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 9, 人物與時代 張炎憲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438 絕壁重光: 川渝石窟的保護與傳承暨李耘燕美術作品展韋荃等撰稿; 李耘燕等圖錄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678 禪門輕叩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9789579414678 禪門輕叩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9789579414708 石頭路滑: 默照禪源流 果如法師作 平裝 2

9789579414708 石頭路滑: 默照禪源流 果如法師作 平裝 2

9789579414715 正覺默照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579414715 正覺默照 果如法師著 平裝 1

9789579414715 正覺默照 果如法師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014 圖書館策展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9789869436014 圖書館策展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0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安平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995 大器磅礡: 于右任碑派書法與民國風華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78468 汽車防禦駕駛手冊 鍾國良, 葉重宇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573 記憶的戰爭: 反「微調課綱」紀實(2013-2016) 周馥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155 負地平線: 臺灣國際錄像藝術展. 2016第五屆 呂佩怡, 許芳慈策展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3162 TALUMA’回家囉 水璉國小同學圖文創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6672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and U.S. Global Leadership under Donald TrumpLiang-chih Evans Chen[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252 非常關係4.0: 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專輯劉俊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369 奇美典藏主題精選: 西洋家具 劉政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335 民主臺灣的彰化推手 黃烱明等採訪; 劉育親, 游廉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174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7-2017 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289 法鼓山年鑑. 2016 法鼓山年鑑編輯組編輯企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50289 法鼓山年鑑. 2016 法鼓山年鑑編輯組編輯企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105 我家那隻黑母狗 蘇達貞文; 蘇達貞, 易晉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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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平臺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574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8574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8581 IFRSs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業財務比率. 106年版(105年度)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4897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4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307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27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985 糖尿病經驗統計及發生率研究: 以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為基礎喬治華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26690 馬漢寶講座論文彙編. 第六屆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財團法人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636 藝文政策演藝管理: 戲曲團隊的機遇與挑戰 鍾寶善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1031 經絡腧穴健身法 徐增壽文教基金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918 電腦輔助梭織物結構技法與設計 章以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050 The ways of yuan shi dian author Chang, Chao-Han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036 科技評估(Technology Assessment): 科技創新決策支援機制建立張錦俊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11 次世代通訊技術(5G)專利佈局與研發策略: 遠距照護應用鄭凱仁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180 全民行健,里山和諧: 能源國家型計畫粹鍊更美好的台灣. 參張培仁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806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實驗小鼠飼育暨族群管理課程王皓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581813 國研院動物中心對外教育訓練: 如何設計動物試驗余俊強, 蘇裕家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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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紡織綜合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運璿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徐增壽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宜蘭社大基金會



9789575504823 我的聖經繪本(舊約) 朴大永作; 李昭娟繪; 卜彥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847 榮耀神的夕陽 巴刻(J. I. Packer)著; 魏玉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04854 兒少標竿: 靈修版 華理克(Rick Warren)作; 周奕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28987 恩典記號: 死蔭幽谷中的蒙福印記 寇紹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28994 是我,別怕! 寇紹恩主講; 黃麗玟文字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939 財富大轉移 彼得.魏格納(C. Peter Wagner)著; 謝秋玉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478984 領受以利亞的恩膏 大衛.戴維斯(David Davis)原著; 詹雅惠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5059 愛嚇人的刺刺 伊拉蕾雅.葛多齊(Ilaria Guarducci)文.圖; 潘小書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110 鬱火重生: 焦點解決教牧諮商與憂鬱症的相遇 葉貞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127 飲於生命之泉: 焦點解決教牧諮商(SFPC) 葉貞屏著 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577275134 樓上三老 吳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141 再說一次,我願意: 婚姻徹底破碎的夫妻,如何再次相愛與復合雪莉和杰夫.史古格斯(Cheryl and Jeff Scruggs)著; 吳蔓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158 醒了,就轉身: 錯過早療的亞斯兒,也能看見曙光呂熙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165 神啊,誰是我的理想伴侶 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作; 羅育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5172 別跟過去過不去 諾曼.萊特(H. Norman Wright)作; 游紫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275189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8 德國合一弟兄會編著; 盧怡君, 李國隆, 潘世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202 無神論的再思: 盼望的緣由 黃小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219 馬丁路德: 九十五條論綱發布500週年歷史圖片展導覽手冊林治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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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45172 哈!我撞見癌了: 王桂華牧師的生命故事 王桂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5189 Blind Eyes,Open Heart: a blind entrepreneur's unbelievable storyWilliam Lei[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5196 恩典十二籃: 12位盲者遇見真光的故事 中華盲人福音聯合會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45202 新約綜覽 蔡文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219 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光: 林注進的生命故事 林注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002 字的小詩套書 林世仁著; Barkley等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730 林勝鐘榜書 平裝 2

9789868977730 林勝鐘榜書 平裝 2

9789868977747 雙秋居文存. 序跋篇 李鍌著 平裝 1

9789868977747 雙秋居文存. 序跋篇 李鍌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伊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基督天聲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800 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2014-2016 李梅君, 曾柏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004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基金會成立茶會暨當前教育政策研討會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編輯小組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699 第三青春: 高齡化社會的省思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34000 沃土的記憶. 2017: 駱香林影詩 王耀庭作品賞析 平裝 1

978986953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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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534048 逸韻啟天縱: 張克齊彩墨世界 白適銘專文 平裝 1

9789869534055 大化衍行: 陳庭詩的藝術天地 劉高興專文 平裝 1

9789869534093 光陰.劇場: 黃伯驥光影五十載攝影回顧展 黃伯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841 萬和宮展覽專輯. 5 廖志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22 敞開心靈: 12堂課學會歸心祈禱 多默.基廷(Thomas Keating)著; 胡茉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439 奇妙世界貼紙遊戲書 尹英姬(Yoon Young-hee)著; 柳貞妍(Yu Joung-yeon)繪圖; 上智文化事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435 數位轉型,勢在必行 樂以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336 全球資訊安全產業發展趨勢研究 李震華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343 機器人發展趨勢與應用案例分析 李亦晴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367 資訊產業年鑑. 2017. 資訊服務暨軟體篇 童啟晟, 陳凱迪, 劉家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374 資訊產業年鑑. 2017. 資訊工業篇 許桂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381 全球人工智慧發展趨勢與應用案例 王琬昀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398 Fintech趨勢與前瞻: 行動支付應用與大廠競局 胡自立, 楊政霖作 平裝 1

9789575817404 下世代5G通訊技術趨勢暨國際大展剖析 鍾曉君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411 東南亞新興國家智慧城市發展趨勢 林信亨, 林柏齊, 甘岱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0984 小黑不見了! 陳子儀, 凱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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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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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萬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開放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9789869265683 飼料添加物開發與應用. IV 林俊宏等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409 夢回宜蘭: 徵文作品集 陳育萱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69 揭露。存在: 顧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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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239332 法華經智慧直解: 無量無邊的智慧 梁乃崇講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060 佛學概要十四講 李炳南編表 平裝 1

9789869059077 普賢行願品輯要疏 諦閑大師輯要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207 陶花朵朵: 花都陶藝美學特展. 2017 李幸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859 御註圓覺經 [南宋]孝宗帝趙慎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436 流.變: 鄭麗雲個展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59450 台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6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450 台北當代藝術館年報. 2016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8191 領我到更高之地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劉如菁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434 個性DNA: 個性.教養與輔導 任兆璋口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106 林瑞隆牧師盡程退休紀念文集: 講道篇 林瑞隆作 精裝 上冊 1

9789869548113 林瑞隆牧師盡程退休紀念文集: 講道篇 林瑞隆作 精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任兆璋林美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慈光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港洲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葛瑪蘭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3242 聖經中的婚姻: 從神起初的心意看神永遠的旨意: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了我們-從雅歌看神的愛江守道講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8127 散播反思寫作的種子 林文琪編輯 第一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568 畫出大地的愛: 維他露兒童美術獎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第二十七屆董哲瑋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411 趙自齊文集. 第一冊: 百歲回顧與趙自齊先生大事長編趙自齊, 劉鵬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28 趙自齊文集. 第二冊: 國史館: 趙自齊先生訪談錄趙自齊口述; 遲景德, 吳淑鳳訪問記錄整理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35 趙自齊文集. 第三冊: 民主思潮的激盪: 黨政運作的回顧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42 趙自齊文集. 第四冊: 爭一時更要爭千秋: 行憲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59 趙自齊文集. 第五冊: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趙自齊先生訪談錄趙自齊口述; 許雪姬訪談; 曾彥晏等記錄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66 趙自齊文集. 第六冊: 自由民主運動與我國務實外交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73 趙自齊文集. 第七冊: 世盟與東歐外交 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80 趙自齊文集. 第八冊: 破冰之旅: 會晤達賴喇嘛及接待其訪華代表團始末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6497 趙自齊文集. 第九冊: 前進紅場: 趙自齊的歷史烙印賴樹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7409 趙自齊文集. 第十冊: 世界和平之展望: 參加公元二千年論壇趙自齊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97521 生命教育: 小學心智教學 釋自晟, 張淑芳, 程建華等撰; 紫竹林精舍香光志願服務隊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8397538 生命教育: 小學心智教學 釋自晟, 張淑芳, 程建華等撰; 紫竹林精舍香光志願服務隊主編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5747 抱誠守真 花Young嘉義: 張花冠台灣燈會義賣畫冊. 2018張花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129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842 企業永續系列專書. 第一冊: 企業永續基石-企業社會責任與非財務資訊揭露申永順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147859 企業永續系列專書. 第二冊: 企業永續競爭力-標竿企業的八大經營管理策略申永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810 魚躍龍門.破浪而上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民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趙自齊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香光書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醫學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維他露基金會

北市基督徒福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833 兩岸法規大不同: 最新金融個案研討與應用 李國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0925 外匯重點整理及試題解析. 2017-2018年 陳賢芬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991076 前進新越南你不可不知: 八百天的越南緣,一位金融分析師的自述應德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076 前進新越南你不可不知: 八百天的越南緣,一位金融分析師的自述應德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106 金控及銀行法令遵循制度法規輯要 詹德恩, 林沛璇合編 增訂二版平裝 2

9789863991113 無形資產評價師初級能力鑑定: 無形資產評價之基礎知識蘇瓜藤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120 金融小法典: 銀行、信託及票券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著 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863991120 金融小法典: 銀行、信託及票券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著 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863991144 買單的藝術: 提升金融職場力的30個技巧 輝偉昇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385 蘭嶼與巴丹島的故事 董森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491 MEBIG的健康診斷 內越言平著;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910 文化時代: 治理、經濟、科技與外交 白卿芬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746 榮耀的異象與十字架的道路 李常受著 臺灣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703 愛在飛揚的音符 陳郁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703 愛在飛揚的音符 陳郁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724 給下一輪台灣數位藝術的文件. 2006-2016 王柏偉等作; 吳嘉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050 廣達<>計畫. 27: 巡迴展覽「見微知美-驚艷新視野」兒童導覽手冊鄭巧玟, 楊潔如撰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003 墨韻詩情: 連勝彥八十書法展集 連勝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025 鴻梅新人獎巡迴展. 2017: 無人之地 余昇叡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079 齋僧 靈鷲山教育院水陸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達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澹廬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磐石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數位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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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教會公報社



9789869365086 梁皇壇 靈鷲山教育院水陸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102 無我之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119 在俗世自在生活的大圓滿之道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著; 艾瑞克.貝瑪.昆桑(Erik Pema Kunsang), 瑪西亞.賓德.舒密特(Marcia Binder Schmidt)英譯; 劉婉俐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9126 初轉之法 靈鷲山四期教育教材編審會監製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20762 沉思錄 馬可.奧理略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779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786 湖濱散記 梭羅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823 周星馳 橙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830 希利爾說世界歷史 希利爾作; 王奕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861 圖解:大清帝國 陳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878 圖解:大唐帝國 陳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885 希利爾講世界歷史 希利爾作; 王奕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20892 圖解:大秦帝國 陳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920908 圖解:大漢帝國 陳楠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3087 海洋法爭點解讀 林廷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100 民法概要 宋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124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測驗一本通 許文昌, 曾文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179 財稅法爭點解讀 念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186 醫師國考生理學考題詳解 何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230 勞動社會法爭點解讀 李毅, 辰翊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247 公法實體程序爭議研究 谷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261 刑法爭議研究 旭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278 醫科國文解題制霸 簡正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285 後西醫: 高醫有機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梁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292 普通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322 後中醫: 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353 後西醫: 高醫普通生物學歷屆試題精解 曾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360 後中醫: 普通生物學歷屆試題精解 曾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407 國文解題攻略 簡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421 普通化學分章試題解析 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3438 普通化學分章試題解析 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3452 不動產國文解鑰 簡正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476 有機化學分章試題解析 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3483 有機化學分章試題解析 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3551 後中西醫英文解題制霸 李正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599 國文測驗攻榜金鑰 尹宸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612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實戰篇) 許文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766 破解民事訴訟法爭點解讀 寗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810 管理學歷屆試題詳解 管仲編著 22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693827 管理學歷屆試題詳解 管仲編著 22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693858 生物學分章試題解析 曾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896 生物化學 林子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933 內外科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 陳雅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964 解剖生理學分類題庫完整版 何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114 解剖生理學 何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121 國考鋼結構精解 程中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2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海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高點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818 用台灣好物.過幸福生活! 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500 大英博物館藏埃及木乃伊: 探索古代生活 Daniel Antoine, Marie Vandenbeusch, John H. Taylor文字撰述; 黃思瑜, 錢佳緯文稿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844 越南人在家自學漢語 黎文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851 商用泰語 劉康定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868 泰國人學中文 張君松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6371875 新日檢5級文法過關秘笈 林真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882 新日檢4級文法過關秘笈 林真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838 好城市: 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畫廖桂賢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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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842149 人氣咖啡館成功開店術 打造我的夢想咖啡館編輯部著; 鄭曉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231 朕其實是一隻貓 柳橙汁(Ching Yi Tse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255 暢銷金曲製造機: 同樣是流行音樂,為什麼只有泰勒絲、布蘭妮、少女時代征服世界?約翰.西布魯克(John Seabrook)著; 威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286 不受傷的練習 Lyzz山崎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316 手帳們! 柑仔, 黑女, 潘幸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330 時尚穿搭手繪筆記 菊池溫子著; 邱喜麗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347 卡內基教你跟誰都能做朋友: 影響全球3億讀者,人際溝通聖經<>,讓巴菲特終生受益的唯一一門課!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作; 周玉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354 腦髓地獄: 日本推理四大奇書之首 夢野久作著; 詹慕如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361 給孩子的全腦學習潛能開發書: 拯救無數法國媽媽、孩子和老師的教育奇蹟!奧黛莉.雅坤(Audrey Akoun), 依莎貝爾.拜優(Isabelle Pailleau)著; 梁若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378 寄生之廟: 台灣都市夾縫中的街廟觀察,適應社會變遷的常民空間圖鑑賴伯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385 荷蘭爸爸的教養真心話: 會獨立思考、創意高、行動力強的孩子才快樂!韋岱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392 改變世界觀的20個偉人和100本書(威爾杜蘭大師觀點)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 林資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408 一個人開伙也很棒 岩崎啟子著;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415 叢林躲貓貓: 怎麼找都玩不膩的繽紛動物世界 佩姬.尼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439 散落星河的記憶. 第二部: 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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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88367 念佛癒病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88367 念佛癒病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48 分子航 陳衿慧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740 何必為了小事自討苦吃?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58757 把話說進心坎裡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藝多媒體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5949 國際觀光餐旅廚房英語 Yi-Chen Lu等[作] 其他 1

9789863185963 英文文法聖經 Michael Strumpf, Auriel Douglas著; 羅慕謙, 林育珊, 陳怡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185970 FUN學美國英語閱讀課本: 各學科實用課文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作; 邱佳皇譯二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3186007 Success with English Tzu Hu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作其他 1

9789863186038 Don't Say It! 600個你一定會錯的英文 Dennis Le Boeuf, 景黎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186052 專業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打造金獎服務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作; 蔡裴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069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1 Michelle Witte等作; 劉嘉珮, 林靜慧, 房依潔譯 四版 其他 1

9789863186076 一番!好學日語生活會話 田中結香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083 Target Reading. 1: 6 Keys to Comprehension Michelle Witte等[作]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323 21世紀中華民族聯合祭祖圓滿大典紀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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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0657 幸福家庭圓滿人生與新三綱 理心光明禪師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8835597 大道秘法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401 大道真佛(教科師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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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2432 大道文明 理心光明禪師, 天音傳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456 大道悌弘興 理心光明禪師等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456 大道悌弘興 理心光明禪師等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9141 新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原著; 沈聿德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58 蘇軾的心路歷程: 一代文宗的作品、行誼與相關史實楊東聲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4787 你從哪裡來?一個字聽出你的故鄉: 為什麼要懂語言學,語言學大師的40堂精采入門課,增進生而為人的獨有天賦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794 琥珀眨眼的瞬間 小川洋子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00 打字機上的繆思 潔西.波頓(Jessie Burton)著; 林欣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24 真實的幻獸: 從神話寓言中現身的二十七種非虛構生物卡斯帕.韓德森(Caspar Henderson)著; 莊安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31 低薪的盛世: 從俸祿窺看中國二千年官場經濟與腐敗人性張宏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48 讓動作不NG,才是好設計 村田智明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55 入夜,擁抱你: 安撫黑暗中孤獨的自己 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62 睡在懸崖上的人: 從博士生到在大垃圾箱撿拾過期食物,我不是墜落,我是攀上了夢想的高峰易思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879 你不在那兒 孫梓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886 屈服: 龔固爾文學獎得主韋勒貝克震撼全法之作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著; 嚴慧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893 雨雪霏霏 李永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909 朱鴒書 李永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916 見山又是山: 李永平研究 高嘉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923 大河盡頭. 上卷, 溯流 李永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4930 大河盡頭. 下卷, 山 李永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947 以火攻火: 催生一個歐洲社會運動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孫智綺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4961 不偽裝、不勉強,遇見更好的自己 小川仁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985 鄉關處處 王安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05 法醫.屍體.解剖室. 3, 重返犯罪現場 道格拉斯.萊爾(Douglas P. Lyle)著; 葉品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心雜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028 小事人生學: 想要有成就與美好生活,你該做的是關注小事的力量安迪.安德魯斯(Andy Andrews)著; 郭騰傑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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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77239 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 張維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409 莪本尛誌 Nana Chen, Miley Chen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674 現象學的觀念 胡塞爾著; 黃文宏譯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3558 中國人格名言. 誠信卷 高占祥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3565 中國人的誠信故事 朱寶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3572 李大釗傳 王珊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73596 魯迅愛國文選 魯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01 梅蘭芳傳 王在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18 魯迅傳 高占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25 臺灣軍民抗擊日本侵略 趙士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32 中國人格名言. 愛國卷 高占祥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49 上海小刀會起義 張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56 秋瑾傳 李雲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63 聞一多愛國詩選 聞一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70 辛亥革命 劉艷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87 五四新文化運動 劉祥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094 李大釗愛國文選 李大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00 陶行知傳 劉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17 戊戌變法 陳半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24 梁啟超愛國詩文選 梁啟超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496131 東北抗日義勇軍 張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48 林則徐傳 楊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55 孟子論君子之善 周殿富選編直解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62 墨子論君子仁愛 周殿富選編直解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86 晏子論君子操守 周殿富選編直解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6193 華僑抗日故事 周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606 中國人的仁愛故事 劉曉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613 近現代愛國詩文選 董雁南選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620 顏之推論君子家風 周殿富選編直解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637 中國人的友善故事 劉曉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644 中國人格名言. 敬業卷 <>編寫組選編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麥禾陽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莪本設計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119 臺中二中73期青橄欖 王品婷主編 平裝 1

9789869070126 青鳥欲飛 洪以樂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2098 Special Issue on Wang Wen-hsing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編] 平裝 2

9789863502432 鎖国と開国:近世日本の「内」と「外」 辻本雅史, 劉序楓編 精裝 2

9789863502470 氣候變遷全球行政法的演變、形貌與影響 林春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500 東亞易學史論: <>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 吳偉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517 清初至中葉<>學十家之類型研究 楊自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524 「海運興國」與「航運救國」: 日本對華之航運競爭(1914-1945)蕭明禮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548 我的學思歷程. 10 郝明義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34054 轉角.幸福學堂. III 邱詩琁等採訪撰稿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330 全人教育: 中西對話 關啟文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361 誰的烏托邦: 500年來的反思與辯證 陳登武, 吳有能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378 <>之先秦儒學思想: 連續八篇結合相關傳世與出土文獻之研究林素英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385 高等教育機構行銷管理與實務 陳玉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392 梁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30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35396 設計教育.啟蒙六十紀念特刊 許杏蓉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9102 設計的力量: 大師對談X精典案例,顛覆對設計的認知王紹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24 歡迎來到童話世界: 30名經典人物繪製教程 夏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55 引爆社群: 沒有粉絲,將必定沒有市場! 黃鈺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79 挑茶器,茗好茶: 捧握茶藝的大千世界 雙福, 陳秀花, 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386 原來,肥皂泡泡比太陽還熱!: 小知識大趣味,生活處處泛科學王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485 懂數字,就會看財務報表: 靈活調整投資計畫,掌握獲利關鍵陳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515 好領導壞領導: 追求卓越,自信果敢頂尖管理者必備特質風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638 淘寶網如何成功: 超凡工程師的技術革新,創造電子商務的新紀元子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737 婚禮攝影: 行前準備X婚禮拍攝X婚後收尾 菲兔攝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59966 365天對症刮痧自療聖經 吳中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738 下廚的小確幸: 百搭食材的美味食譜 妖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745 如何用網路賺大錢?: 自媒體行銷,將流量變現金李光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1190 平面設計創意實例: 特殊媒材與創新工藝 度本圖書(Dopress Book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647 廚房裡的流浪: 從家鄉到異地,味覺是拋不下的行李李妙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837 企業倫理: 觀念與實務 馬成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721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第三部 莽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738 日清CEO的決心: 邁向市值1兆日元的企業,在動盪時代下的果斷決策安藤宏基著; 陳芊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745 素描,筆下有情: 與陌生人的紙上邂逅 張利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752 秒殺媚眼: 用放大片打造迷人眼妝 曹靜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臺灣藝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臺大進修推廣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出版中心

臺中二中青橄欖校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大出版中心



9789865000011 徹底研究InDesign CC Adobe Creative Team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028 徹底研究OS X Support Essentials Kevin M. White, Gordon Davisson著; 陳盈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035 徹底研究Adobe Lightroom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042 徹底研究OS X Server Essentials Arek Dreyer, Ben Greisl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059 LINE動態貼圖SOP全破解: 角色企劃CrazyTalk Animator 3動作軟體實作開戶上架一本搞定!NiNi老師(謝昊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066 Mixcraft 8數位成音原廠教材 劉更始, 吳建志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134 角色.無限.COSPLAY: 從妝容服飾到拍攝表演.全方位實戰攻略王穎編著; 十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141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第一部 莽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158 英雄時代.炎黃大帝. 第二部 莽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172 胸腔名醫教你如何養護肺: 飲食+運動+按摩 全方位照料指南楊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189 列印心臟: 從精密零件到人體器官,3D列印幫你「印」出來吳懷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196 反貪腐,真鬥爭: 習近平的「皇」權之路 時代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202 I am fashion: 吸收78位大師的流行觀點,打造自我風格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165 秘境之眼: 北台灣海岸攝影全集 張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219 今天開始破億-電商百萬方程式 安晨妤(Nico A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226 透視3D列印: Tinkercad模型設計自己來 曹民和, 賴勇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233 天佑女王: 她的一生,牽動我們的世代 艾倫.狄契馬緒(Alan Titchmarsh)著; 李威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240 一步一腳印學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李俊德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0257 一步一腳印學丙級電腦軟體應用 李俊德, 朱奐玫編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0264 Pro/Engineer基礎與典型案例解析(適用Por/E 2.0-5.0版)設計之門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271 Office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5000288 美式Q版人物設定集: 使用Painter 潘得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295 尋茶訪幽: 60款香茗乾茶.葉底.湯色品鑑全典 雙福, 陳秀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01 超越服務,動心款待: 在資生堂學到的真心工作術關根近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18 30年腫瘤醫院營養師抗擊癌症這樣吃: 增強免疫力.阻斷癌細胞,將防癌抗癌進行到底,餐餐營養又健康!劉金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25 美食八國聯軍: 從料理透視異國風情 吉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32 和風之美: 感受日式設計的溫潤雅致 善本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49 花見京都: 寺廟參拜感受寧靜,料亭品嚐文化滋味,古都生活之旅(附京都漫步別冊)駱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56 酒時光: 關於葡萄酒的三兩事 蘇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63 服務更需要設計: 提升用戶體驗,增加產品價值 茶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70 貼心: 京都藝妓傳承300年的服務智慧(用心款待版)岩瀨奈津代著; 陳芊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87 一件單品,多樣風情: 小資女的衣著選購指南&巧搭心法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394 Maya 終極密碼(2017以上版本適用) 楊欣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400 巨量資料分析與智能應用 駱德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424 高效經營 Big Data: MongoDB資料庫系統管理與開發手札郭遠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431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解題範本 趙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448 Heroku網路應用開發指南: 邁向國際化雲端服務平台開發操作手冊張東淼, 許哲銓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000455 動畫造型開麥拉: 創意培養╳角色設計╳方案企劃張曉葉, 郭恰, 張瑤著 平裝 1

9789865000462 達標! Access 2016經典範例應用 呂明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479 達標! Illustrator CC 薛清志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0486 徹底研究Edge Animate Adobe Creative Tea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493 動漫必備速查圖典10000例: 史上最齊角色X服飾X場景X道具範例集MCOO動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09 應用統計學: Excel2016精析與實例 林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16 Tensorflow 你也能成為機器學習專家 喻儼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61 外包時代: 當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價值將何以寄託?愛爾麗.羅塞爾.霍克希爾德著; 歐宜欣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578 西點二三事: 西式料理廚房工具.保鮮祕訣.食譜配方妖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85 向脂肪正式宣戰!: 全方位美體瘦身,輕鬆擁有完美曲線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15 好窄變豪宅: 調整室內動線,善用家具擺設,打造日式陽光宅蘇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22 引爆文創商機: 在地化、生活化,解析文創品牌成功秘密郭大澤, 沈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39 女王的高跟鞋: 自信,從鞋子開始 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46 在家煮出好咖啡: 新手輕鬆上手的沖煮指南 陳健, 雙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60 減法設計: 看似簡單,實則富有內涵 善本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12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曹銳勤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1

淡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74 台湾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2017年 曾秋桂編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569 淡丸慢活誌 馬銘浩, 飛魚創意公司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51 歐盟全球經濟治理 陳麗娟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675 龍鷹爭輝: 大棋盤中的台灣 李大中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08682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Dynamics in East AsiaDa-Jung Li 平裝 1

9789865608736 Design and Analysis of Piled Raft Foundations. 2017editor Der-Wen Chang, Tatsunori Matsumoto, Deepankar Choudhury平裝 1

9789865608750 領情書 黃文倩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545 話說陳澄波與淡水 陳韋聿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491 淡江大學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實錄. 105學年度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590 淡江大學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實錄. 105學年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777 改善失智症的八大法則 森惟明綜合監修; 河野和彥, 公文(KUMON)學習療法中心監修; 連雪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84 謝玠揚的長化短說: 化工博士教你一定要知道的餐桌、美容保養、居家清潔的58個化學常識謝玠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0791 錢湯: 洗去浮世之垢的庶民社交場所 町田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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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6724 法斯的物語. 4, 有時差的人 法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993 走出苦難,擁抱人生: 接受與承諾治療自助手冊 史蒂芬.海斯(Steven C. Hayes), 史賓賽.史密斯(Spencer Smith)著; 張本聖, 丁郁芙, 蘇益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013 華無式家族治療: 吳就君的治療心法和助人美學林筱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020 用心去活: 生命的十五堂必修課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 大衛.凱思樂(David Kessler)作; 張美惠譯2版 平裝 1

9789576939037 自然就該這樣玩: 深度自然體驗 約瑟夫.柯內爾(Joseph Bharat Cornell)作; 李佳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044 闖進兔子洞: 魔幻奇境的敘事治療 大衛.馬斯頓(David Marsten), 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 蘿莉.馬克漢(Laurie Markham)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405 海關天地知多少: 廖敏夫生涯回憶錄 廖敏夫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頂好電腦排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這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品保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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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0540345 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1屆: 與WEB2.0時代對話: 國軍X 創新X 新媒體方正等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930 與奶奶的約定 林玫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54 少年偵探團之謀殺疑雲 葉意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61 少年偵探團之一億元綁架案 葉意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78 阿Q正傳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92 狂人日記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09 這些知識有點酷 董柏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836 猶太人思考框架 褚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9843 猶太人黑色幽默 天馬行空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805 楊建芳古玉論文選集 楊建芳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016 浴缸裡有鱷魚! 白蓮娜(Pavlina Kramska)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 張秀瑱譯精裝 1

9789869573023 男孩與月亮 白蓮娜(Pavlina Kramska)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 張秀瑱譯精裝 1

9789869573030 如何創作一本精彩的繪本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文.圖; 吳寬柔譯 平裝 1

9789869573047 森林之旅 白蓮娜(Pavlina Kramska)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 張秀瑱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645 TDI減壓程序指導手冊: 理論、器材和程序 Joe Odom作; 方景翰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652 潛水術語完全百科: 你想知道卻不好意思問的潛水術語Joe Odom作; 方景翰編譯; 張榆臨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607 林可勝: 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 何邦立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205 陶影墨痕 張璽元, 周妙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907 來台祖曾九健公族譜 曾繁藤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曾九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陶妍藝術創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捷你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野村文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眾志美術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培育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1346 此生必學丹田拍打功: 練氣養生原理實證大公開陳永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5153 啟動內在智慧的鑰匙: 濟群法師<>講記 濟群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783 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 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 周樑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1912 吃病: 病從口入關鍵分析,教你正確的健康之道 許秉毅, 許慧雅, 梁靜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71981 與自己對話 帕克.巴默爾(Parker J. Palmer)著; 吳家綺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2001 大腦營養學全書 張立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25 使者迴旋曲: 梧桐之章 抒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63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 洪夏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087 不東 文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86 每天15分鐘,3周打造女神級蘋果臀 金垠廷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193 每天活用1小時,加薪升值等著你 鳩山玲人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47 圖解禮儀OX 100問 朱玉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54 你是幸福的可能 暖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278 鋼鐵人的盔甲值多少錢? 朴炳律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315 低飛的自尊 尹弘均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14

9789864772315 低飛的自尊 尹弘均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9

9789864772315 低飛的自尊 尹弘均著; 宋佩芬譯 初版 平裝 -4

9789864772384 若你看見我的悲傷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407 七堂課成為圍棋高手 伊東大斜丸著; 黃振華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2407 七堂課成為圍棋高手 伊東大斜丸著; 黃振華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2438 我們如何思考: 杜威論邏輯思考 約翰.杜威(John Dewey)著; 章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44 聽說寂寞最怕遇見愛 Penny, Angel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75 幽默的藝術: 幽默不是插科打諢,而是面對危機挫折時的優雅身段趙寬一作; 葛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82 你是我最重要的存在 Sunry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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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72605 超越麥克風的影響力: 表達藝術與全方位主持實戰技巧陳凱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667 天天在家玩創藝: 200個創意、藝術創作、手作、瑜珈冥想、自然觀察活動拉媞夏.鞏里翁.碧戈達(Laetitia Ganglion Bigorda), 蘇菲.德.慕冷愛(Sophie de Mullenheim), 蕭芭娜.薇芮(Shobana Vinay)著; 洪夏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95 以腎為基: 用現代科學看中醫腎脈,解析傳統氣功養生源流王唯工, 王晉中著 平裝 1

9789864773015 從息借商款到愛國公債,細說早期中國對內公債(1894-1949)戴學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22 從台灣海防借款到愛國公債,歷數早期中國對外公債(1874-1949)戴學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46 為什麼的科學: Discovery科學節目主持人的包山包海趣味問答傑.應格朗(Jay Ingram)著; 陸維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60 快速抓重點,過目不忘的閱讀術: 年讀700本人氣書評家高效率閱讀技巧大公開印南敦史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84 從領土變遷看世界史: 用14組地圖看懂當今區域紛爭與國際衝突八幡和郎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14 北與南 伊莉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著;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21 作文考試急診室 徐清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38 六祖壇經 六祖惠能著; 丁福保箋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52 禪的正門 山田耕雲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76 十月革命: 宣傳畫與國際報導精選輯 徐宗懋圖文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237 憤怒與寬恕: 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 瑪莎.納思邦(Martha C. Nussbaum)著; 高忠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51 吃的藝術: 42個飲食行為的思考偏誤 梅蘭妮.穆爾(Melanie Muhl), 黛安娜.馮考普(Diana von Kopp)原著; 林琬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68 為什麼我出門買牛奶,卻騎了一輛腳踏車回家?: 用心理學、行為科學教你不猶豫、不後悔,一出手就是正確決定麥由亨(Jochen Mai)著; 黃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75 指數型組織: 企業在績效、速度、成本上快速提升10倍的關鍵薩利姆.伊斯梅爾(Salim Ismail), 麥可.馬龍(Michael S. Malone), 尤里.范吉斯特(Yuri van Geest)著; 林麗冠, 謝靜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82 代謝型態龐德飲食全書 袁毓瑩, 王淳, 袁毓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99 爸媽離婚再婚教我的事 李可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05 把60萬變3億!不買主流股,我賺500倍:只靠公開資訊就能挖出隱形潛力股,搶在大戶前布局,讓資訊年年加倍!堀哲也著;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43 俄羅斯方塊: 從誕生、版權之爭道風靡全球的故事丹.艾克曼(Dan Ackerman)著; 張馨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50 秒懂馬拉松入門: 零門檻!最適合路跑新手挑戰全馬的完全圖解教練書小出義雄著; 李韻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67 心智圖法的生活應用: 用一張圖全方位掌握高效率的創意人生孫易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74 2025長照危機: 理解在宅醫療實況,起造一個老有所終的長照美麗島朝日新聞2025衝擊採訪小組作; 黃健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81 茶堂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98 立體剪裁全書 凱洛琳.齊艾索(Karolyn Kiisel)著; 陳筱宛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73435 雖然不相見 扎西拉姆.多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97 悲傷練習 朱莉亞.山繆(Julia Samuel)著; 羅亞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03 榮格論心理類型 卡爾.榮格(Carl G. Jung)原著; 莊仲黎翻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1

送存冊數共計：5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8741 會計事務資訊項丙檢術科超易通 喬傑翔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8758 會資丙檢術科超易通(報表大全) 喬傑翔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5868826 數學C戰勝統測總複習講義 王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864 數學B戰勝統測總複習講義 王睿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871 計算機概論高分總複習 李駿, 張平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888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895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901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 陳奕如編著 第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918 會計學複習講義. III 陳奕如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5868925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張逸群編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68956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 張逸群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932 APP Inventor 2手機程式設計手冊 李啟龍編輯 平裝 1

9789865868949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 江淑真, 朱珍珍, 鄭美蘭編輯 第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868963 Arduino初學指引 廖秀慧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68970 會資丙檢術科簡易大全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987 丙檢術科簡易大全報表解析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5868994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題練習本 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9509701 會計學考前衝刺 徐美玲編輯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509718 Visual Basic初學指引 陳漢昇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003 鄰居家的上帝 喬安娜.坎儂(Joanna Cannon)著; 翁雅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104 金剛經譬喻輯要 黃華書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42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537438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選講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23812 Baby bear abc phonics. A1 啟思編輯部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829 Baby bear abc phonics. B1 啟思編輯部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836 Baby bear abc phonics. C1 啟思編輯部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843 Baby bear abc: songs. A1 啟思編輯部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850 Baby bear abc: songs. B1 啟思編輯部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867 Baby bear abc: songs. C1 啟思編輯部文圖 平裝 1

9789861823874 ELEPANTS Joshua George文; Jennie Poh繪圖 精裝 1

9789861823881 TOUCAN Peter Francis-Browne文; Rita Gianetti繪圖 精裝 1

9789861823898 Baby bear Ellie Patterson文; Dubravka Kolanovic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1328 與子偕行 楊南郡, 徐如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2547 愛上營養學圖解版 麻見直美, 塚原典子著; 高詹燦, 蘇聖翔, 胡毓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639 不墜機的挑戰: 應付亂流、飛機結構、人為因素的問題,邁向航空零事故的未來鈴木真二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啟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船底座阿爾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9

啟明



9789864432714 繪圖解說植物的世界 清水晶子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21 血液的祕密: 探究血液祕密,找出致病和療癒的關鍵烏里西.史特倫茲(Ulrich Strunz)著; 羅秀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76 老鷹的故事 沈振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2806 開始遊德國說德語 何欣熹(Hinrich Homan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20 無糖甜點烘焙寶典 伊珊.斯蓓維克(Ysanne Spevack)作; 鍾岸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44 幼貓飼養大全: 生理、心理面面俱到,幼貓養育知識全攻略!白岩千鶴子監修;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68 愛上精神醫學圖解版 越野好文, 志野靖史著.繪;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75 一分鐘人生指導: 與你的人生指導師共事,成為指導關係中的最佳受益者肯.布蘭查(Ken Blanchard), 克萊兒.狄亞茲.奧提茲(ClaireDiaz-Ortiz)著; 溫文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82 科學驚奇探索漫畫. 3: 人體迷宮調查!, 身體消化篇木村廣樹繪;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99 老後不破產:年金、資產運用、繼承等必備實用理財生活術全公開塚崎公義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905 貓貓蟲咖波: 小萌物到處玩 亞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929 貓貓蟲咖波: 食物世界超棒 亞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943 教海鷗飛行的貓 路易斯.賽普維達(Luis Sepúlveda)著; 湯世鑄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4432950 繪圖解說完全免疫學 安保徹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001 (譚崔式)男性多重高潮: 讓你與伴侶能有一次又一次的快感體驗桑摩雷.波葛斯(Somraj Pokras)著; 莊瑞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018 保時捷911傳奇 曾逸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025 咖啡的科學 旦部幸博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131 山黃麻家書 劉克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094 尋訪月亮的腳印 楊南郡, 徐如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48 老鷹的故事 沈振中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216 討海人 廖鴻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24 戴墨鏡的飛鼠 瓦歷斯.諾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79 小鼯鼠的看法 劉克襄文; 何華仁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00 大自然嬉遊記 洪瓊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209 孤鷹行 徐如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254 你需要知道的101個過敏知識 詹哲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285 動態跑步療法 威廉.普倫(William Pullen)著;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308 法式優雅的時尚穿搭: 任和身材都能穿出有型,看到「更好的自己」!伊莎貝拉.托瑪(Isabelle Thomas)作; 謝孟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360 壓力效應: 如何調整「心智」與「大腦」的互動,將壓力轉換成助力伊安.羅伯森(Ian Robertson)作; 高梓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377 愛因斯坦怎麼思考: 天才的腦袋想什麼?揭開瘋狂科學家壺裡的秘密!丹尼爾.史密斯(Daniel Smith)著; 吳湘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52 勇闖南非親狐獴 溫芳玲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69 新港都.舊食光: 高雄巷弄間的百樣滋味 楊路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76 腎上腺疲勞症候群 麥克.林(Michael Lam), 朵琳.林(Dorine Lam)合著; 黃丞隆, 郭珍琪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90 魚菜共生: 打造零汙染的永續農法及居家菜園 陳登陽, 林琨堯, 黃昶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418 鋼琴的奇幻旅程. 2, 非洲篇・教本 林嬑欣, 李姿嬅, 車宣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3425 鋼琴的奇幻旅程. 2 非洲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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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45316 藝起研墨: 研墨書會丁酉年聯展作品集 研墨書會會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905 歡迎第二次青春期: 迎接更美、更性感、更有活力的更年期陳菁徽, 醫師。娘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929 雙師出任務-醫師X廚師的4個月以上嬰幼兒健康副食品,寶寶超愛爸媽放心醫師。娘, 李建軒(Stanley)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981 強效圖解!耳鳴、暈眩不要不要!:專科醫師教您透過飲食、運動、改善生活習慣,從身到心都健康!賴盈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637 淨境盡在人間-心經 陳啟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644 英文聽力這本就夠了: 最即時、最真實的新聞英語,才能提升聽力即戰力!楊熹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7651 週末大廚:一週兩天,解放你的料理魂! 微微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675 未來一直來: 15個你沒發覺,卻正在改變生活的未來新科技!杜紫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682 零失敗好上手,馬上用英文和任何人聊天 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旋音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習研齋



9789869527699 TOEIC新多益考試文法、單字、片語一擊必殺!澤泰人, 西田大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040 英文單字X動詞三態X閱讀,一擊必殺! 李宇凡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652 職場快樂工作學: 職場人的幸福選擇 蔡韻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676 妙緣善法: 開啟宇宙生命之鑰 緣道上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683 丐幫幫主張雅玲的串愛人生 王廣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9265 熊大偉的南瓜面具 王文華作; BO2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272 小樂秘密日記: 爸媽不要看 陳怡璇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519272 小樂秘密日記: 爸媽不要看 陳怡璇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1519289 小樂秘密日記: 爸媽不要看 陳怡璇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19289 小樂秘密日記: 爸媽不要看 陳怡璇文; 鄭玉佩圖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519296 博物館大冒險. 2: 黃金博物館 臺灣糖業博物館 方秋雅作; 傅兆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302 小樂祕密日記: 爸媽不要看 陳怡璇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9319 榕樹老師&死神班長 蕭逸清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326 長鼻子和大耳朵 Newtonkids新小牛頓雜誌企劃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33 動物的毛毛 Newtonkids新小牛頓雜誌企劃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40 飛飛小麻雀 Newtonkids新小牛頓雜誌企劃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57 瓜瓜看醫生 許倩華文; 陳庭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57 瓜瓜看醫生 許倩華文; 陳庭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64 冬冬想大便 許倩華文; 陳庭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64 冬冬想大便 許倩華文; 陳庭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71 瓜瓜剪頭髮 吳佐晰文; 蔡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71 瓜瓜剪頭髮 吳佐晰文; 蔡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88 西西愛洗澡 姜如卉文; 蔡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388 西西愛洗澡 姜如卉文; 蔡景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456 壞壞大野狼 陳筱昀作; 顏銘儀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463 動物溫泉 孫成傑作; 熊育賢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470 我最喜歡上學了! 趙小傑作; 陳佳惠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487 紅豆綠豆碰: 天冷一隻懶惰蟲 林玉瑋等文; 謝文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9494 紅豆綠豆碰: 沒有紅包的新年 林玉瑋等文; 謝文瑰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9500 小偵探莉莉 佩姬.尼勒文.圖;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579 瘋狂科學家: 他們的夢想與堅持 陳亮洲文; 蔡景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354 戲曲藝術與傳播接受論集 趙山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61 佛教與中國古代戲劇形態 康保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85 中流自在: 曾永義散文選 曾永義著; 陳義芝編選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392 周易新探 李泗滄, 黃炳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08 蘇州滑稽戲和蘇劇論稿 顧聆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15 福建戲曲音樂史稿 孫星群, 曾憲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22 目連戲研究 朱恆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2887 隨風飄零的蒲公英 黃克全主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9052887 隨風飄零的蒲公英 黃克全主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9052894 破繭 王學敏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情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6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商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0821 春陽金華. 第三期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402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19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1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327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流利精通級模擬試題. 3 其他 1

9789869376334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入門基礎級模擬試題. 3 其他 1

9789869376341 華語文聽力測驗、閱讀測驗: 進階高階級模擬試題. 3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018 十大名校國文 李華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878 藏中台對話: 西藏研討會對話及論文. 2014-2016盧惠娟, 雪域智庫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681 我應該參加臨床試驗嗎? 蔡甫昌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1698 甲狀腺疾病 張天鈞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90504 充滿愛心、喜樂的服事 陳蔡瑞禎, 陳世爵共同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0511 血脂72問 台灣血脂衛教學會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0159 林耀生水彩作品集: 城市的記憶系列創作報告 林耀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90166 林耀生風景寫生作品集 林耀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20785 心理奧秘: 心理學分冊 張承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1119 銷售員心理素質訓練 俞慧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1096 公共管理教材: 碩士 讀書堂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1102 經濟前沿12題 王鈺, 王金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1072 語文新課標課外讀物吶喊與彷徨 學習小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938 激發青少年的100個合理理財故事 竭寶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1003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經濟安全 閆翠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983 景觀劇紅樓夢 陳薪伊, 秋微, 李大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976 校長的心理修養 張海, 朱士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920969 簡明經濟法學 周莉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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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352163 游過生活六道灣 包利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170 人生有味是清歡 李丹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187 成長的足跡II: 清華學子心路歷程 劉丹, 李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194 試驗人生: 我的人生策劃故事 董瑞祥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00 白手起家的40堂課 金銘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17 辦公室正道詭道 余亞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24 穿越之兩朝為后 艄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31 從應屆生到職場達人: 求職應聘寶典 張振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48 導遊服務案例詳解: 結合《旅遊法》剖析案例版李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55 打造成功企業的秘訣 劉曉荻, 雪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62 知道點兒世界金融 吳桂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79 知道點兒世界經濟 吳桂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86 導遊服務案例精選解析 李娌, 王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293 溝通的藝術. 1 鄭宏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09 400日單車遷尋萬里 周子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16 一個人的倉央嘉措 鄭迪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23 人性與個性的邏輯 孟慶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30 大數據時代的雲計算敏捷紅利 張禮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47 不一樣的親子溝通 張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54 不是孩子的問題 孫雲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61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與智慧 才金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78 天天遇見馬雲 張勇, 閆秋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85 天使的故事 王勳, 紀飛, 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392 太陽照常升起 海明威著; 王勳, 紀飛, 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08 生命的足跡經典版 王順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15 白領.灰情.藍調 群山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22 安徒生童話全集. 中 安徒生著; 王勳, 紀飛, 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39 自然生活,養育健康孩子 張映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46 幸福的決定因素 陳曉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60 美國留學移民800問 江樂興, 楊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77 英文經典幽默系列 王勳, 劉新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84 英漢互譯入門教程 許建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491 要成效,千萬別瞎忙 陶文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07 海外留學移民1000問 楊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14 做自己的心理咨詢師 何鳳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21 健康是走出來的 李澍曄, 劉燕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38 商界往事 張愛民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45 商業銀行營銷案例評析 安賀新, 張宏彥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52 教育,還可以... 海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69 曼德拉傳: 光輝歲月 韓明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76 第N種危機 葉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83 做最“傻”的員工 阮立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590 創業搖籃 王湘云, 李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06 善待自己的工作 鄭天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13 尋訪祖父的秘方 劉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20 尋訪祖母的秘方 劉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37 微博行銷實戰技巧 葉小榮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44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王寧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68 雙城記: 中文導讀英文版 查爾斯.狄更斯原著; 王勳, 紀飛, 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75 顛覆中國市場行銷與管理規則 史光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82 一寸一寸暖妳 朱成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699 人皮密碼 華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05 下一個杜拉拉就是妳: 職場生存智慧 牛存強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12 小資本創業全攻略: 錢途無量 張振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29 中層革命: 如何成為最優秀的中層領導 侯楠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36 中國之痛: 醫療行業內幕大揭幕 曾德強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43 中國崛起需要大國心態 查繼宏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50 中國最美的100個風情古鎮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67 雲南.麗江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74 巴厘島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81 月亮河 非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798 加拿大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04 左手實現了右手的夢想 清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11 導遊應急處理一本通 趙冉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41

9789577352811 導遊應急處理一本通 趙冉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9

9789577352811 導遊應急處理一本通 趙冉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9

9789577352811 導遊應急處理一本通 趙冉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9



9789577352811 導遊應急處理一本通 趙冉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9

9789577352811 導遊應急處理一本通 趙冉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4

9789577352828 盡職盡責: 如何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金牌員工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35 此去經年, 我的意大利之旅 汪雅潔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42 你可以不浮躁 鄭一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59 西藏.青海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66 你可以更搶手 鄭一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73 男人想的那點事兒 華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80 那場青春的一次出走 沈嶽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897 夜長夢多 辛欣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10 玩美旅行: 廈門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27 玩美旅行: 雲南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34 玩美旅行: 日本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58 玩美旅行: 西藏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65 玩美旅行: 法國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72 玩美旅行: 英國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89 玩美旅行: 韓國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2996 完美旅行: 澳大利亞完全自遊寶典 玩美一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09 暢遊昆明、大理、麗江、西雙版納 孫明亮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16 暢遊新疆、西藏、青海 饒桂蘭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23 這段感情只對你我有意義 涼月滿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30 香港.澳門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47 旅遊投訴與旅遊事故案例精選解析 梁智, 李紅, 劉宏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54 泰國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61 海上流華之四面菩薩 梁燕呢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78 站在公司的角度考慮問題 鄭一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85 誰趕走了優秀員工 鄭一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092 酒店經理的溝通藝術 程新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08 廈門.鼓浪嶼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15 銷售為王: 成交才是硬道理 鄭一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22 喝出健康: 食物保健茶飲260方 張燕立, 嚴松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39 澳大利亞玩全攻略(圖文全彩版) 行者無疆工作室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46 非典型浪漫: 當代優秀勵愛小說 徐德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53 只為與你途中相遇 魯小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60 經典炒飯燴飯 本書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77 經典家常炒時蔬 本書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84 經典家常麵食 本書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191 經典家常燒肉 本書編寫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07 視聽牆: 解讀家居細節設計 李江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14 精選家常川菜 舒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21 精選家常湯 舒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38 精選家常肉食 舒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45 精選家常粥 舒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52 精選家常菜湯粥 陳志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69 精選家常營養湯 陳志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76 精彩樣板間詳解800例: 玄關.餐廳 本書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83 辣問愛情: 為什麼你還是一個人? 青音, 汪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290 靠近我,溫暖你: 心理諮詢師孔屏與青少年的心靈對話孔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06 家庭常用中藥材使用宜忌 中藥養生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13 家常菜精選1288例Ⅱ創意版 傅培梅, 程安琪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20 家庭養花的100個有機妙招 李家發, 萬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37 家裝集市地面、天花板1000例 《家裝集市》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51 家裝集市主題背景牆1000例 《家裝集市》編委會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68 精選大眾家常菜 陳志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75 精選美味家常菜 陳志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82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百問 朱磊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99 暢游最美的66個名山大川 楊無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399 暢游最美的66個名山大川 楊無敏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05 服務行銷管理: 服務業經營的關鍵 蘇朝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12 服務營銷管理: 服務業經營的關鍵 蘇朝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29 日不落帝國金融戰: 倫敦金融城的前世金生 李俊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36 徒.途 町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43 畫話奧運 宋雪峰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50 讓性回歸常識 傅國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67 給教育燃燈 傅國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74 如何培養好公民 傅國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81 開解 亞諾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498 平等思維: 智慧和幸福的奧秘 唐曾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04 幸福行銷 尚致勝, 李厚豪, 李坤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11 幸福營銷 尚致勝, 李厚豪, 李坤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28 老子的養育智慧 周正, 左麗娟, 張麗潔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35 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場 孫賽茵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42 互聯網: 一部概論史 楊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59 大活動大行銷 歐陽國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73 翻譯與脈絡 單德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80 行善是最好的養生 劉清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597 束式管理現象解析 邢鑫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03 兒童成長密碼 王煥斌, 王靈芝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10 清華金融課 李亞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27 清華心理課 石楠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34 清華情商課 藺亞丁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41 清華國學課 孫建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58 清華管理課 汪繼紅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65 清華經濟課 劉文秀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72 20世紀英國女性文學探微 張蔚, 常亮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89 玩樂記單詞 林建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696 中國人情(珍藏版) 萬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02 在路上 張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19 願你每天春暖花開 丁立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26 醫院裏的白色幽靈 楊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33 SAT 作文你也可以拿滿分 鐘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40 SAT 語法攻略 禤映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57 SAT 詞彙寶典 王志強, 陳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64 SAT 閱讀分析及訓練 李曉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599 少年新眼光讀經: 真正的主角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033 理解中醫教學實錄: 陰陽辨證卷 吳弘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224 Did You See My Bag? 黃薇作 平裝 1

9789865765224 Did You See My Bag? 黃薇作 平裝 1

9789865765231 Belle 詹茹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救世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理解中醫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494

送存冊數共計：495

教會公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2237 天韻簡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762244 天韻簡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762251 天韻簡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8762268 天韻簡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8762275 使徒行傳. 上: 初代教會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860 基督裏的喜樂人生: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52884 天國經濟學: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971 New iFUN book. 1 1st ed. 其他 1

9789869507103 New iFUN book. 3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573 立體簡易裁剪: 一道線車縫就完成一件衣服 施素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580 各國人事制度: 比較人事制度 許南雄著 第十七版平裝 1

9789861441597 公文表解與案例解析 張甫任, 楊安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1441603 經典教育論集: 活化經典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林文琪主編 第一版 平裝 5

9789861441603 經典教育論集: 活化經典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林文琪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610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關懷 丘昌泰, 劉宜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627 反思寫作論集. 一 林文琪主編 第一版 平裝 5

9789861441634 法門隨吟: 不是自傳的自傳-醉月樓夢話 林辰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658 大陸NGOs在災難管理中的角色與困局 丘昌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434 轉學生 崔西.雪佛蘭(Tracy Chevalier)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2441 水底的妳們 珀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著; 蘇瑩文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006 臺灣的票券金融 魏啓林總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194 萌科學 小牛頓科學教育公司編輯團隊編著 精裝 第2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5303 教育概論 陳嘉陽著 二版一刷平裝 中冊 1

9789572995310 教育概論 陳嘉陽著 二版一刷平裝 下冊 1

9789572995327 教育概論 陳嘉陽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2995334 教育法規 陳嘉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995334 教育法規 陳嘉陽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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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甄策研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7

寂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票券福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365 NEW TOPIK新韓檢初級必修文法101 金周衍等著 平裝 1

9789864540372 正誤日單 李東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389 全新!NO.1TOEFL TEST托福單字大全 萱忠義, Joson Hatchell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396 給初學者的第一堂泰語課: 從學泰文字母到開口說,7天讓你速成泰語全喜真,盈翁席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402 超級英單: 串聯式英單學習 一個月升級字彙力創造英語優勢!David Cho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426 用日本小孩的方法記單字: 記憶效果提升580倍!!李銀吾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40433 NEW TOPIK新韓檢中高級必修文法150 金周衍等著 平裝 1

9789864540440 我的第一本經典故事親子英文 李宗玥, 高旭銧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829918 我的第一本韓語發音 吳承恩編著; Nicole Ho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53 康寧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人文與健康素養陶成」論文集李宜靜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6274 漢語拼音(簡體字版) author Celine Yang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342 乙級「室內設計技術士」證照術科歷年考題及參考解答. 104年晨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6004 Taiwan Graffiti Pioneer沉默的街頭號角 呂學淵 周姿利等撰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057 中國河南漯河地區的鄉村城鎮化 鄭衛著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651 Altum angels: the angelfish world Author Horst Linke 精裝 1

9789869176668 鼠魚圖典 曾偉杰文字撰寫 精裝 1

9789869176675 螯蝦新世界. 首部曲 余恒興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818 思變: 跨域重構的(臺灣當代水墨展) 鄭世弘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7825 戚維義: 浮生八十書畫展 鄭世弘等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7832 時空際遇: 吳熙吉x曹文瑞雙個展 鄭世弘, 吳熙吉, 曹文瑞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6841 搭電車遊東京.日語旅遊會話雙書合裝本 森木ノ子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889 基礎日本語助詞 趙福泉著 修訂三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魚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璽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符錄設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犁齋社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陸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興設計文創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6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789577106896 Everyday English!每日生活英語會話 Garolyn G. Choo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902 漫遊首爾.吃遍韓國(雙書合裝本) 娃娃, acha, Hiramatsu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919 走到哪說到哪!旅遊會話日語 林育萱, 大場陽子, 立石悠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6933 增進10倍泰語字彙讀寫力 陸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940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本經典怪談 北田夏己作; 藍嘉楹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957 通靈筆記 秀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6964 蔬菜滿滿美味料理(雙書合裝本) Better Home協會, 岩崎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6971 綠野仙蹤(中英對照雙語版) 法蘭克.包姆著;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譯委員會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6988 洛克菲勒給子女的一生忠告 約翰.D.洛克菲勒著; 馬劍濤, 肖文鍵編譯 2版 其他 1

9789577107008 您好!韓國語. 初級 韓語教育推廣研究會著; 張亞薇審譯 2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7107015 完勝大考英語7000單字: 中高級篇4501~7000字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022 完勝大考英語7000單字: 中級篇2001-4500字(附app開通序號)空中美語教室編輯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107039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語奇幻短篇集. I 星新一作; 李菁薇, 劉瀞月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046 漂鳥集 (中英對照雙語版) 泰戈爾著; 鄭振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053 初學日漢辭典 胡傳乃著 初版第3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862 淨心長老法語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423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30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47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54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61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78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85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492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30546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30553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30560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30577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70866 我心無懼 亞瑟.本森著; 程悅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897 微妙的數字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70903 微妙的數字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70910 神奇的植物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70927 神奇的植物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70934 有趣的典故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70941 有趣的典故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70958 可愛的動物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70965 可愛的動物 安卓卡通製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70972 論語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989 弟子規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996 三字經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09 唐詩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16 哪吒鬧海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23 女媧造人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30 八仙過海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47 鯉魚躍龍門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淨覺佛教事業護法會



9789863971054 后羿射日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61 盤古開天地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78 愚公移山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85 東郭先生和狼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092 猴子撈月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08 金斧頭銀斧頭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15 精衛填海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22 龍的傳說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39 沉香救母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46 牛郎織女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53 孔融讓梨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60 夸父追日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77 三個和尚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184 豬八戒吃西瓜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9789863971207 嫦娥奔月 姚忻儀製作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768 林經哲作品選集 林經哲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2809 三國大爆笑全集 七月來雪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16 藏地迷蹤. 卷二: 六道幻境.湖底天書 何凝奕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23 契丹密碼全集: 涅槃藏禍.瑰寶殺機 朱琨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30 我當方士那些年. 卷一: 帝格神棍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47 刑警手記之犯罪心理師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54 亂世奸雄曹操全集 疏星淡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61 夜郎迷蹤. 卷一: 貝葉殘經.蠻書奇譚 凍月滿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78 洪武大帝朱元璋 神馬浮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85 罪案錄 茶又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892 刑警手記之黑暗審判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08 瞬間看穿對方的心理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15 探靈筆錄之9: 陰間地道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22 藏地迷蹤. 卷三: 惡鬼入侵.長生謎底 何凝奕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39 夜郎迷蹤. 卷二: 天獸乍現.秘境謎藏 凍月滿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46 看穿人性說話藝術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53 可以輸給別人,不能輸給自己. 面對挫折篇 王渡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60 我當方士那些年. 卷二: 無字天碑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77 川普煉金術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84 現實很殘酷,你必須學點人性擒拿術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2991 瞬間讀懂對方的秘密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04 無賴帝王劉邦 神馬浮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11 刑警手記之讀心詭案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28 我當方士那些年. 卷三: 人皇誕生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35 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 凌越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42 撈屍人: 斷臂水神.千屍亂舞 金萬藏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59 法醫偵查筆記 朱明川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66 你不能不知道的行為心理學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73 要推銷東西,先推銷你自己 易千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80 不會撒嬌的女人沒人愛 安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097 皇泉任務. 卷一, 兇靈遊戲.火女災靈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03 曹墓天書之1: 邙山鬼墓 大手一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10 曹墓天書之2: 禹王神宮 大手一揮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27 心理大師 鍾宇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2

晴山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天



9789863893134 投機取巧,又有什麼不好? 公孫龍策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41 天機全集 源子夫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58 印加寶藏. 卷一: 羊皮地圖.埋骨神廟 九方樓蘭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65 印加寶藏. 卷二: 亞馬遜叢林.遠古黃金球 九方樓蘭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72 我當方士那些年. 卷四: 異域流亡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89 罪案錄. 第二季: 雙面線人 茶又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196 黃泉任務. 卷二: 魔門巨匠.陰地鬼市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02 看穿對方心理談判智慧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19 放下過去, 才能活出未來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26 他是在幫你, 還是在害你?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33 用幽默代替沉默的溝通藝術 塞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40 先處理心情, 再處理愛情 凌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57 摸金令之曹操疑塚. 卷一, 曹操疑塚.坐化仙屍 指點乾坤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93264 瞬間看穿對方的心理. 識人篇 陶然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71 殭屍道長. 卷一, 殭屍道長.靈異學園 龐家康少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88 百慕達海底城. 1, 水晶骷髏頭 九方樓蘭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295 百慕達海底城. 2, 亞特蘭提斯 九方樓蘭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01 心理大師: 罪愛 鍾宇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18 我當方士那些年. 卷五: 幽冥之路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25 黃泉任務. 卷三: 龍骨屍棺.黃泉地鐵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32 改變心境,就能改變處境. 戰勝困境篇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49 孤樓詭談 風雨如書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56 該放下的時候就放下. 活在當下篇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63 摸金令之曹操疑塚. 卷二, 九棺朝聖.摸金城主 指點乾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70 看穿人性說話藝術. 溝通篇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87 陰陽師怪談. 卷一: 與鬼同居.白色幽靈 雨中之鷹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394 心理大師: 模仿者 鍾宇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00 殭屍道長. 卷二, 叛門妖道.變異血屍 龐家康少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17 感謝折磨你的人: 走出人生的低谷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24 刑警手記之詭案調查組 趙公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93431 女心理師 拾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48 黃泉任務. 卷四: 混戰冥府.異境之災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55 陰陽師怪談. 卷二: 屍妖四伏.邪靈再現 雨中之鷹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62 殭屍道長. 卷三: 吸血親王.湘西鬼公子 龐家康少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79 看穿人性弱點說話術 王照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86 看得開,人生才會更精采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493 我當方士那些年. 卷六: 破印弒龍 君不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09 噬夢師. 3: 終結的敘情詩 夏天晴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16 現實很殘酷,你必須學點人性擒拿術. 2 公孫龍策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23 偵探筆記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30 夢遊殺人事件 濱尾四郎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47 通靈警探 玄門弟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54 用幽默的方式,改變對方的態度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61 摸金令之西域迷蹤. 卷一, 七寶王傳說.古墓玄屍指點乾坤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78 摸金令之西域迷蹤. 卷二, 七寶聚沉棺.金光國主指點乾坤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585 西夏密碼. 卷一: 黑城血咒.七色錦海 顧非於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893592 少年陰陽師安倍晴明 月影蘭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08 黃泉任務. 卷五: 末日預言.五煞現世 西半球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15 陰陽師怪談. 卷三, 神鬼交鋒.魔域沙場 雨中之鷹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22 孫子兵法厚黑筆記. 為人處世篇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39 荒山詭案 金萬藏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474 紀效達辭 (明)戚繼光立法, 吳殳達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5481 短刀術及應用劈刺術之研究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4

送存冊數共計：84

逸文武術文化



9789869375498 弄丸健身圖說全卷 呂文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78 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14屆顏建賢, 梁英文, 原友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85 「通識教育-傳統學術與當代人文精神」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李然堯, 梁耀輝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99392 應用外語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7陳漢光, 高淑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605 引擎原理與實習導引 李宗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629 愛與正義相伴: 修復式正義在地實踐之反思 吳慈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304 不要只打LOL,不會玩才LOW 紐士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311 開動吧!毛孩的幸福食堂: 江宏恩的私房狗狗鮮食餐江宏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311 開動吧!毛孩的幸福食堂: 江宏恩的私房狗狗鮮食餐江宏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7126 宴會管理: 全方位的新視野 梁崇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270 English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劉旭冠等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47287 色彩原理與應用 劉素幸, 呂姿瑩, 施文瑛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300 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試題指南 張嘉齡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317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試題指南 李奇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324 民宿經營管理: 民宿策略面面觀 江冠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362 國文: 人生風景 楊淑雯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393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之改革與發展 林明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409 觀光產業概論 唐受衡等編著; 王耀明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1102 小明遇到鬼 張溢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26 耳朵不見了 王子洪等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33 有事嗎 顏慈玨, 羅心妤, 楊家期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40 好~小傑. 林義謙, 林中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57 流理台與水龍頭 賴彥羽, 蔡青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64 阿牛開車! 蕭立安, 蔡佩芬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71 天上掉下了個好朋友 林景天, 蔣麗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88 好吧 呂巧馨, 妮塔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1195 我的阿妹 張以恆, 小螞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9303 愛潛水的鳥 陳楷潼, 陳佳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9310 兒童節我要去旅行 江雨珊, 陳雍怡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方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文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文科大應外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景文科大旅遊系



9789869529327 夢遊驚魂夜 河馬, 流星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9334 阿吉!不可以亂吃糖果 林君寰, 邱譯稼圖.文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9341 跳舞吧 林加恩, 林蓓恩, 曾郁庭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3969 股市21招賺翻天 司馬相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8133976 股市21招賺翻天 司馬相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062 挪威自助超簡單 高郁欣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086 菲律賓自助全攻略: 只玩長灘島哪夠! Justin Liu文, 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3093 布拉格自助超簡單 彭欣喬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3109 在地人玩美西: 洛杉磯、舊金山、聖地牙哥、賭城、優勝美地、大峽谷、羚羊峽谷、死亡谷、四大遊樂園,輕鬆暢遊不費力Dr. Phoebe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902 諸葛四郎大鬦雙假面 葉宏甲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937 一生必須依靠的9種人 希華著 其他 1

9789865636944 人生態度: 明白你在為誰工作 李進著 其他 1

9789865636951 做個魅力女人的優質生活 歐晴著 其他 1

9789865636982 你的心態其實比黃金更值錢 周文華著 其他 1

9789865636999 簡易養生: 擁有健康,人生才會更精彩 漆浩著 其他 1

9789869599603 喚醒你的力量: 一個來自華爾街的財富傳奇 克里斯汀.拉爾森(Christian Larsson)著 其他 1

9789869599610 一次探訪西方哲學大師的心靈之旅 文學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418 護理個案管理導論: 理論與實務 劉玟宜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432 最新傷口護理學 于博芮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456 護理研究與應用 李選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1944463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康明珠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470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徐明葵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487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盧惠文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494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呂桂雲等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00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李復惠, 林麗鳳, 邱馨誼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17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華杏編輯部編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24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謝伯潛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31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徐明洸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48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王美業, 李淑雯, 羅筱芬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55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周明加, 錢宗良, 李世雄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62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王淑卿, 林笑作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1944579 護理考試題全輯 華杏編輯部編著 七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871 創世記 謝溪海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腓利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童年漫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鄉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成圖書



9789867893888 小不點的禱告 避雨文; 那羊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778 天生嬌媚 月下蝶影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446785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46792 折腰 蓬萊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305 普陀心雨 聖化師父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832 單字急救包 陳久娟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856 每日一句生活英語 雅典英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863 菜英文. 生活應用篇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870 出差英語一把罩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887 菜英文. 旅遊實用篇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894 菜英文. 基礎實用篇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900 菜韓文追韓劇: 你最想學的經典韓語對話 雅典韓研所企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917 第一次日本自由行 潘彥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924 英文會話只要會這些就夠 許純華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931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5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53948 Good morning很生活的英語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1130 臺灣客家人的故事. 三, 校長的故事 葉倫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41192 臺灣客家人的故事. 六 葉倫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302 愛與榜樣: 王啟宗教授紀念集 葉倫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7586 管理學 陳澤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7975 統計學 高菲菲, 陳皇宇, 江建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917999 電子商務 范錚強, 陳純德, 王嘉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7812 行銷創新網絡之個案實證研究 蔡雅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829 輕鬆學會計. II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836 貨幣銀行學 霍德明, 莊希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7850 品牌管理 丁瑞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7867 計算機概論 莊學義, 孫鵬虬, 陳家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874 國際禮儀: 建立個人品牌形象 江政璋等合著; 林志鈞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898 行銷學 Philip Kotler, Gary Armstrong原著; 廖淑伶, 馬友薏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7705 財務報表分析 黃瓊慧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27712 企業資源規劃加值應用系列研發成果報告 洪崇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736 觀光暨文創產業會計 林敬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750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概論與案例探討 丁永康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27767 大數據基礎與實務 胡嘉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絕版影像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普林特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普陀山文化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407 喚相 廖益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0518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會員作品展專輯. 106年葛建浤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498 袍修羅蘭 愚溪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426800 Prabhutaratna Yu Hsi作 平裝 1

9789869426824 貓的思畫: 少年遊 愚溪著; 黃思惠繪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1805 Super A Baby A Candy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9421829 Super i student book 陳麗芬, 林晏瀅, 陳美芳文字編輯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421843 Super i student book 陳麗芬, 林晏瀅, 陳美芳文字編輯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421867 Super i student book 陳麗芬, 林晏瀅, 陳美芳文字編輯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811 無我的四季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28 加持的安心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35 強運的祈禱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42 雲居的行坐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59 山海的唱題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66 陰陽的合一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73 幸福的莊嚴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80 觀照的世界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897 寂靜的手印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09 心靈的溫泉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16 方便的生活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23 博地的凡夫 養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30 日本的心靈地圖 養興著; 廖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47 養興禪詩 養興著; 廖燃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590 就這500句,社交英語全搞定! 方振宇, 艾瑞克, 潔西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207 哇「澳」,旅行去!陪孩子在遊樂中成長 陸昕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214 搞定2000單字!看著聽著就記住 黃琪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221 就這500句,自助旅遊全搞定 黃琪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238 重新開始的勇氣: 重啟人生的六堂課 Sheila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0142 每天聽一點英文. I: 單字、慣用語、短句篇 Joseph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173 每天聽一點英文. 口語會話篇 Joseph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715 終極日語單字大全: 新日檢N5~N1、生活、職場、旅遊一本搞定!姜星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20722 每天10分鐘,聽出你的英語力!: 單字、慣用語、短句、口語會話,一次搞定Joseph編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開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凱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菁英文教有限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雲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6831 出發!袋著英語去旅行 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879 第一次用英語聊天,超簡單!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992 New TOEIC考用高頻單字 曾婷郁, 鍾亞捷合著 再版 其他 1

9789869433105 一看就懂的圖解心經 李儀坤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33129 爽學!5個單字,就能開口說英文 曾婷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136 從零開始學英語,用簡單英文跟老外聊不停! 優尼創新外語研發中心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143 爽學!無敵300常用片語 曾婷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150 訂了機票就出發,旅遊日語全攻略 上杉哲, 陳彥妤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3174 瘋旅遊玩世界,旅遊英語一本就GO 曾婷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181 爽學: 無敵300生活常用語 曾婷郁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345 人間修行. 2, 神仙指路: 簡單自在勘破靈修的迷障莫林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352 手創新視界: 手工皂 吳聰志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369 熱處理,101個客訴案例分析 謝朝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8390 澳洲首都不是悉尼: 打工渡假不似預期 傅焯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29 林楓歎 雨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36 品味人生: 品出人生趣味提升生活品味 翁樂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43 坐井觀星 青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50 蜉蝣人之歌 紀州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67 十年一覺春天夢 張廷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74 只要幸福,不要忍耐 羅羚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81 二哥在哪裡? 駱一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898 冰島浪人日記 許碩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606 閑書雜憶 啟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613 那,下雨的日子 多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620 古窟秘緣: 吳哥窟的前世今生 張人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637 甜甜的,並不膩 詠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644 現代公商務禮儀: 原理與實務 睿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86651 業務戰腦力與腳力的戰爭MIND TEASER 張世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668 熟女壯遊,勇闖世界18國: 改變思維的環球之旅 胡語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559 榮耀教會查經集 林泰鐘 (Jonathan Lin)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889 顧好腸胃不生病: 180道暖腸健胃抗加齡食療 陳品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42 舌尖上的節氣 劉學剛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7764 中藥材指標成分超高效能液相層析圖譜 港香蘭醫藥出版社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港香蘭醫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華冠拼音書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博客思



9789869362948 現代運輸學 張有恆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9362955 運動管理學導論 程紹同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62962 投資技術分析 吳宗正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9362979 會計學概要 吳嘉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62986 現代物流管理: 物流與供應鏈整合 張有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362993 商用微積分 林光賢, 陳天進, 劉明郎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475709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 黃良志等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75716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趙捷謙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75723 會計學概要習題解答 吳嘉勳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475730 會計學 吳嘉勳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934 女演員 連俞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41 營養師的36日進食計畫: 正確飲食觀、減重食譜、外出用餐All In One張佩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58 一百種東京 陳彧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65 手牽手的幸福: 親子共享的70款旅行甜味 魚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89 孫其君的海岸自由式 孫其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996 野菜廚房: 161道樸實美味的蔬食料理 Farner's KEIKO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6662 博伽梵歌靈性釋義(簡體字版) 維亞薩(Vyasa)原著; 邱顯峯翻譯暨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6679 老子道德經與瑜珈心法(簡體字版) 邱顯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6686 脈輪與拙火瑜伽(簡體字版) 邱顯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136693 王者之王瑜伽經 阿士塔伐克拉梵文原著; 邱顯峯翻譯暨講述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3311 觀光暨餐旅消費者行為 李宜靜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328 管理學: 服務產業新趨勢 蘇子炘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335 新護理考試祕笈5: 精神科護理學 陳淑姬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342 醫護微生物免疫學實驗 盧冠霖, 余秉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359 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學 陳淑玲, 吳育儒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366 健康產業管理概論 劉淑範等編著; 江長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380 膳食療養學實驗 謝淑玲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3397 物理因子治療學 曹昭懿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403 醫療人力資源管理 趙海倫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410 餐旅行銷 紀學斌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427 旅館管理 黃建超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434 幼兒園經營管理理論與實務 黃品欣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441 實用餐飲營養學 徐阿里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458 食品微生物學 郭嘉信等合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3623465 休閒俱樂部經營管理 臧國帆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472 社會心理學 賴宏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489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何慧卿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496 長期照護政策與管理 趙海倫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502 心理衛生 李怡賢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519 儀器分析 林志城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526 正宗港式點心. 蒸籠篇 張添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533 保健食品概論 陳師瑩等合著 四版 精裝 1

9789863623540 實用膳食療養學 丁冠玉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3571 護理專業倫理 吳瑞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588 食品分析實驗: 附食品檢驗乙、丙級技術士考題及解答王美苓, 周政輝, 晏文潔合著 五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格那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喜悅之路



9789863623595 感覺統合遊戲與兒童學習 任彥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601 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實驗 周隆武, 張瓈文, 林鵬翔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618 兒童產業概論與實務 薛慧平, 張冠萫, 陳建志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625 故事與道具 周家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656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法規彙編 賴坤明主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3663 早期療育 傅秀媚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687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 吳淑芳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700 中式麵食烘焙篇 張添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748 人類發展學 張貝萍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762 社會工作概論 王文娟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786 醫護物理 許建文, 溫政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816 美容衛生學 吳樹屏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3823 餐飲管理 李虹萱等合著; 郭珍貝主編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3830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周嵐瑩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540 臺版昔時賢文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557 脈動興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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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52625 電路學題庫集 李進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52649 電子學題庫集 李進雲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152663 電力系統題庫集(含工業配電) 李進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152670 電機機械題庫集 李進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957 傳統古詩新作 黃汀輝詩作; 邱鎮森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1964 斷指之魅: 兩個客家家庭个故事 三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3760 好有型口金包製作研究書: 一次典藏36款人氣魅力口金包越膳夕香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821 超可愛潮包自己作!森Reikoの迷你波士頓包: 完美收錄橫形、四方形、弓形、圓形,4大人氣袋型x33個手作人必備的時尚愛包提案Reiko Mori著; 丁廣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852 拼布友約!Shinnieの貼布縫童話日常: 30件暖心&可愛的人氣特選手作Shinni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869 開心玩機縫!手作包超級基本功 Kurai. Muki著; 苡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876 Cotton friend手作誌: 甜蜜收穫!完全心動の秋日手作 極度可愛の人氣印花布包&布小物特輯BOUTIQUE-SHA作; 瞿中蓮, 周欣芃,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883 雙心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357 寶貝專屬的手作鞋&布雜貨 薛素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3890 多空交易日誌 邱逸愷著 五版 精裝 1

9789863023906 優雅&可愛!斉藤謠子最愛的房屋拼布創作 斉藤謠子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13 司命書. 壹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20 秀惠老師の旅行拼布包: 30款森林系&多用途的後背包.手提包.側背包.波奇包.長夾周秀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37 女子裁縫師的日常穿搭: 一次學會30款不退流行的實穿單品BOUTIQUE-SHA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51 資本主義的罪惡咖啡館: 咖啡館裡的書摘與管理哲思黃世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68 織花習作: 鉤法簡單又可愛的花樣織片&緣飾60村林和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701 沒有手機的日子怎麼過?悠遊白書 板硝子作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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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超級科技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菜根香



9789869541718 沒有手機的日子可以怎麼過?(完全手冊) 板硝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53 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展演與主體建構: 觀光、博物館、文化資產與影像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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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2489 輕鬆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2496 輕鬆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02502 輕鬆學臺語 黃湘雅, 郭家華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405 蔬食餐廳美食.小吃.民宿特輯 吳盈佩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44412 蔬食多元異國料理、創意料理特刊 呂宏琦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39 設計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美術與文創學系編輯部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912 禮儀師的訓練與養成 郭慧娟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921 景魚軒書藝學會: 吳明昌師生書法展作品. 二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70058 期貨與選擇權: 財務工程的入門捷徑&題庫集 謝劍平著 四版增訂本其他 1

9789864570102 企業倫理學: 全球化與本地化 廖勇凱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570126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結合MDA與UML 吳仁和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70171 消費者行為 蕭富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70188 休閒產業的財務管理 杜麗娟, 許秉翔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70195 策略管理新論: 觀念架構與分析方法 司徒達賢著 增訂三版精裝 1

9789864570201 個體經濟學 楊雲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70218 供應鏈管理: 原理、程序、實務 蘇雄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70232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 謝劍平, 林傑宸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70249 資訊管理: e化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 林東清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70256 商業會計法 蕭子誼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70270 貨幣銀行學 李榮謙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663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外交.貿易.物流 松浦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731 宜蘭、花蓮地區石頭公信仰及其傳說研究 魯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748 中國宗教及其現代命運 康豹著; 陳亭佑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魚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創造力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順益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9789865757755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二 陳金英等作; 李世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532 特殊教育研究 黃志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624 四大機率分配原理與結合Excel之應用 吳淑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648 餐飲安全與衛生 李義川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693 觀光行政與法規 楊正寬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09 現代體育學原理. 上冊, 基本概念 許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16 現代體育學原理. 下冊, 議題與對策 許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23 綠色殯葬暨其他論文集 邱達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54 老年社會學: 概念、議題與趨勢 朱芬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61 創意創新創業管理: 跨域整合觀點與創業哲學思維陳德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521 雲城風絮 程國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725 這個腐女子不得了: 津々井小姐的無節操日常 津々井著; 徐端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732 小惡魔說話術: 5分鐘讓妳成為社交女王 水希作; 鐘霓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143 八字與易經姓名學 星海釣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50 麻衣相法完整本 麻衣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67 用神不用神: 用神透析(還用神本色) 劉賁編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3820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十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837 會計學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十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73844 中級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著 第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7473851 中級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著 第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7473868 中級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林蕙真作 第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1357 鑰孕: 好孕體質這樣調!權威中醫最想告訴你的養孕秘方,健康順產、告別不孕劉建輝, 劉筱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792 肉肉兔脫序每一天: 負能量out!快樂做自己 山本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736 樂高小小世界. 3: 我的節日造型積木DIY 戴樂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743 日本點餐完全圖解: 看懂菜單x順利點餐x正確吃法酒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9750 美國,原來如此: 走進偉大與荒唐共存的大國日常克萊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767 北海道親子遊: 跟著雪倫愛出走!大人小孩都說讚的行程規劃全書!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781 走吧!日本問屋街 古谷充子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07 廁所裡的哲學課: 每天14分鐘,跟著蘇格拉底、笛卡兒、尼采等13位世界哲人,秒懂100個最無厘頭的哲學思維康拉德.可列弗(Konrad Clever), 亞當.弗萊徹(Adam Fletcher), 盧卡.艾格(Lukas N.P. Egger)作; 彭菲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38 我的100%人森 陳森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45 3D珠寶設計: 現代設計師一定要會的RhinoGold飾品創作與3D繪製列印蔡韋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証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進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揚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舜智文化創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3164 增補象吉備要通書大全 魏明遠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157 我愛西語!Amo el espanol!: 西班牙語初階文法 宋麗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195 實用德語 廖靜韻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232 VIVIR PARA ESCRIBIR: EXPRESIÓN E INTERACCIÓN ESCRITAS nivel A1-A2Laura Vela Almendros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6068256 進階俄語語法 蘇淑燕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576068287 法語發音入門 戴莉安(Eliane Desfosses)著; 雍宜欽等翻譯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96658 Happy Jungle Student Book. Level 1 平裝 1

9789867296665 Happy Jungle Student Book. Level 2 平裝 1

9789867296672 Happy Jungle Student Book. Level 3 平裝 1

9789867296689 Happy Jungle Student Book. Level 4 平裝 1

9789867296696 Happy Jungle Student Book. Level 5 平裝 1

9789867296702 Happy Jungle Student Book. Level 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573 Language is Life Bob Learns a Lesson. Level One, Reade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289580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Starter B Imran Durra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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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779456 台灣客家童裝: 探索與欣賞 鄭惠美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079 三房兩廳大菜園: 一家人蔬果不虞匱乏 吳睿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53086 三十坪菜園餵飽一家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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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91467 小鼻子,吸一吸,聞一聞! Mindcongcong撰文; Soon-Young Ki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74 洗刷洗刷在洗澡王國玩 Mindcongcong撰文; Sun-Hwa Le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81 大象啊!大象啊!你在做什麼? Mindcongcong撰文; Hye-Young Yo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391498 小心,危險! Mindcongcong撰文; Hye-Young Yo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01 圓圓的球咚咚 Mindcongcong撰文; Mira Choi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18 幫忙蓋上棉被吧! Mindcongcong撰文; Jung-Hee Choi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25 猜一猜,它是什麼? Mindcongcong撰文; Yuri Hwa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32 聞聞看好香呀 Si-Jung Park撰文; Sung-Ji Ho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49 是誰躲在那裡? Mindcongcong 撰文; Sun-Hwa Lee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56 我喜歡爸爸 Mindcongcong撰文; Soon-Young Ki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63 大家一起吃蘋果 Ai Sori撰文; Soon-Young Ki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70 今天的大便,長怎樣? Mindcongcong撰文; Sam Yo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87 太陽公公快起床 Mindcongcong撰文; Sam Yo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294 我喜歡媽媽 Mindcongcong撰文; Moon Yepula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椿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創意家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童話國際

進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敦煌



9789869489508 噗隆噗隆開心的旅行 Mi-Yeon Kim撰文; Hye-Jin Won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15 不舒服,到哪裡找醫生? Kyung-Sun Lee撰文; Early Spri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22 開心的遊樂園 Kyung-Sun Lee撰文; Early Spring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39 123~大家一起唱 Mindcongcong撰文; Heng-Hee Cho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46 我的糖果在哪裡? Mindcongcong撰文; Hye-Kyung Yoo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53 親一親,大家都歡迎 Mindcongcong撰文; Mira Kim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60 跟小猴子玩躲貓貓 Lucy Cuthew撰文; Stephen Barker繪圖; 華碩編輯群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77 跟泰迪熊玩躲貓貓 Lucy Cuthew撰文; Stephen Barker繪圖; 華碩編輯群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84 跟小羊玩躲貓貓 Lucy Cuthew撰文; Stephen Barker繪圖; 華碩編輯群翻譯 精裝 1

9789869489591 跟小兔子玩躲貓貓 Lucy Cuthew撰文; Stephen Barker繪圖; 華碩編輯群翻譯 精裝 1

9789869513005 跟爸爸一起釣魚 Guünd撰文; Charlie Pop繪圖; 李潔茹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816 採購與供應之商務實作 翁田山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694 MediaTek Labs MT 7697開發板基礎程式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700 MediaTek Labs MT 7697開發板基礎程式設計(簡體字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147 生活必備印尼語單字 智寬文化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11154 快樂學柬埔寨語 鄧應烈著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00460 活力農場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477 愛吃的小老鼠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484 不可以偷吃蜂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491 小貓莎拉的玩偶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07 保羅的惡作劇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14 湯姆與小狗波波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21 小狗花花愛玩耍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38 哈利的美夢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45 愛嚇人的布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52 歡樂魔術師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69 你喜歡什麼顏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576 菲菲生日快樂!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637 老夫子哈燒漫畫(臺灣版). 76, 飛黃騰達 王澤, 王瀚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00651 五個禮貌魔力詞 張馨予,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668 分享才會快樂 張馨予,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675 早睡早起精神好 張馨予,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682 我不亂花錢 張馨予,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705 快樂唱童謠: 精選兒歌42首 胡毅萍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00712 風兒與花朵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729 籠子裡的四隻鹿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736 薑餅人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743 獅子與老鼠 諸葛玲君文字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00897 實用2500字中英粵點讀辭典 張馨予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樂亞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華魁科技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628 幼兒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第一版 其他 第20冊 1

9789869534635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534642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534659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第2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7935 田金生彩墨畫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7942 田金生彩墨畫集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61586 Fox and tiger Beat Eisele作 其他 1

9789575061593 I can phonics Editor Irls Ou-Yang 其他 第1冊 1

9789575061609 I can phonics Editor Irls Ou-Yang 其他 第3冊 1

9789575061616 I can phonics Editor Irls Ou-Yang 其他 第5冊 1

9789575061623 I can speak English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Scott Kelly, Jack Yang[著]2nd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061630 I can speak English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Scott Kelly, Jack Yang[著]2n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061647 I can speak English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Scott Kelly, Jack Yang[著]2nd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061654 The Three Monks Beat Eisele[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805 里賀. 智慧種子活化篇 許力文, 任有文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546805 里賀. 智慧種子活化篇 許力文, 任有文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6812 里賀. 智慧種子育成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406 旅程 Immanuel Kao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5319 雲龍戲墨繞三重. 2017: 曾安田暨雲龍書道會師生作品集張玉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610 漁海樵山: 有關林業、漁業、海洋文化資產之研究王俊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802 16堂課教會你畫靜物: 色鉛筆畫的科學方法 謝瑞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869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9, 不妥協的創業人生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傑羅思蝶古巴特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龍書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識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智慧種子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喜樂隱修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雲樓書畫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凱撒琳

喜樂兒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350 神遇: 周渝書寫的滄桑與喜悅 周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242 佛教講的都是人生 幸福讀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259 三十六計致勝密碼 宇文京極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03266 三十六計致勝密碼 宇文京極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03273 認識快樂佛法 幸福讀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08 實現夢想的關鍵: 性格 郎靜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2802 服裝的創意與設計: 從生成概念到表現作品 沈叔儒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7901 自皂健康 愛美麗, 許心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7918 超暖心!糖霜餅乾的幸福好日子: 回憶x婚禮x節慶,專屬打造60款糖霜餅乾的甜蜜生活味Kell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7925 喵聲令下!喵星人指令大全105+ 服部幸原著; 諾麗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7932 弄髒了也沒關係: 60招有效居家衣物去汙法 Page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6243 蔬食創意料理好上手: 68道天然養身、好吃有創意的蔬食食譜與烹飪解析蔡長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8391 娘子是花癡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07 惡鄰有私心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14 紳士沒品格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21 妳是親愛的?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38 繼承者的誘餌 蕾絲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52 皇上有秘密 寄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69 世子不做病貓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76 本宮鬧花邊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83 極道壞醫生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490 為妳單身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06 累世小冤家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13 小妾當家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20 苦命世子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37 灰姑娘誤入錢窟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613 科學玩很大. 2: 1週做1個生活實驗,煉出愛觀察、懂思考、勇於探索的科學腦!米村傳治郎著; 林慧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20 BLW寶寶主導式離乳法(實作指導): 130道適合寶寶手抓的食物,讓寶寶自己選擇、自己餵自己!吉兒.瑞普利(Gill Rapley), 崔西.穆爾凱特(Traccy Murkett)著; 陳芳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37 BLW寶寶主導式離乳法(基礎入門): 順應寶寶天性的進食法,讓孩子自然學會吃!吉兒.瑞普利(Gill Rapley), 崔西.穆爾凱特(Traccy Murkett)著; 陳芳智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葉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新一代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腳丫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紫藤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Book House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8325 第一次逛古蹟就上手: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導覽黃建義總編輯.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194 收到會微笑!讓人超暖心の手工立體卡片 鈴木孝美作;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900 送給親愛寶貝の愛心手作益智玩具: 0-4歲嬰幼兒邊玩邊學.感覺統合訓練DIYBOUTIQUE-SHA授權;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917 手揉胖嘟嘟x圓滾滾の黏土小鳥 ヨシオミドリ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924 無限可愛のUV膠&熱縮片飾品120選 キムラプレシア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931 好好玩の梭編蕾絲小物: 讓新手也能完美達成不NGの3 Steps梭子編織基本功盛本知子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8948 絕對簡單のUV膠飾品100選 キムラプレミアム著; 廖紫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2772 創新例說Altium Designer電路設計 張義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2789 交通事故力學 張超群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796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2802 芳香療法與美體護理 黃薰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819 生物學實驗 李大維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826 醫護英文. 醫療照護會話篇 劉明德等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2833 電路設計實習. 電路圖設計篇 張義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0389 FPGA設計實務 張義和, 黃國倫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0396 可程式控制器實務 洪志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840 Arduino微控智學創新 程兆龍, 張義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2857 弟子規讀本 黃宜婷, 林佳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864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 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871 智慧財產權概論 徐振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2888 醫護物理 謝偉強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2895 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等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302901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實務暨考照指南 劉達生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918 中興國文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925 中餐烹調素食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2932 物理實驗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物理教學小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302949 社區衛生護理學 陳靜敏等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302956 商事法: 案例分析 劉瀚宇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2963 營養學 葉松鈴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2970 環境與生態 陳偉, 石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2987 化學 曹文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2994 科技與生活 蘇金豆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3007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林靜頤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014 日本語大丈夫 蔡愛芬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303021 博弈遊戲概論 徐舜彥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038 臺灣民俗與文化 江美玲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045 病歷閱讀 劉明德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052 醫護英文用語 劉明德等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303069 護理學導論 屈蓮等合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303076 生物學 顏子玉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3090 個體經濟學: 理論與實務 楊德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113 飲食文化與鑑賞 林慶弧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120 健康促進 許雅雯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137 勞資關係 吳全成, 馬翠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151 基礎醫護物理 楊彥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144 音樂賞析: 浪漫樂派的靈魂 林慧珍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京開發

送存冊數共計：3

達文西瓜藝文館



9789864303175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陳俊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182 民法: 本土案例式教材 王國治, 徐名駒, 鄭錦鳳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199 觀光與休閒概論 孫武彥, 江雪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3205 職業安全概論 鄭世岳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212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專業科目. 一, 全方位攻略 黃芳謙, 陳郁惠, 鍾佩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229 簡明化學 黃秉炘, 呂卦南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236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3243 觀光英語 劉明德等著 第三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303250 中興國文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274 生物統計學 林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281 眼鏡光學 陳揚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298 民主法治與生活 趙學維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304 生命教育: 傳家經典選讀 林佳憓, 黃宜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311 CREO Parametric快速上手: 應用入門與進階 周文成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3328 職場安全與衛生. 餐旅篇 鄒慧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335 眼睛解剖生理及常見疾病概論 蘇俊峰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342 職場壓力與健康促進 李元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359 就業服務相關勞動法規解析 林大鈞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366 工作研究: 方法、標準與設計 劉伯祥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373 現代零售管理新論: 門市與零售管理 胡政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380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吳全成, 馬翠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403 食品化學 闞建全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410 生物學 張振華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434 普通化學 陳明雄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441 KTeduino樂創學習 張義和, 程兆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3458 智慧居家 張義和, 程兆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3465 生物統計學 楊惠齡, 林明德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303472 生理學 許家豪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489 物理性作業環境監測 陳淨修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118 綠建築91技術 林憲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330 水高級處理及再利用 歐陽嶠暉等共同編撰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354 園藝療法實案操作. II: 植得幸福!療癒智能障礙者的綠處方郭毓仁編著 平裝 1

9789577055378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 五版 平裝 1

9789577055392 衛生下水道施工與標準作業程序 倪至寬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055422 物業管理菁英的66個工作DNA 張明義, 朱貴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439 CSI見築現場: 營建工程施工 王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446 乙級裝潢木工技術士術科解題攻略 洪國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453 營建成本及財務管理 丁建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460 GPS衛星定位測量概論 高書屏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477 熱濕氣候觀點的人居熱環境 林憲德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055484 電氣安全實務專輯: 電氣設備操作與管理訓練教材呂俊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491 3D圖解裝修木作施工實務 鐘友待, 鐘仁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507 最新實用建築法規(革新編目版)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514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521 工程經濟與財務管理 葉怡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948 全圖解食物相宜相剋速查事典 徐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55 東京最好玩旅遊全攻略 申年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62 會說話的文學經典: 每天讀一點詩經 張凌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79 自助遊一本就GO!香港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2018年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文創文化



9789869474986 全圖解食物屬性功效速查事典 徐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993 自助遊一本就GO!東京地鐵最新情報書. 2018年版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03 大阪最好玩旅遊全攻略 成庚珉, 吳相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2224 永遠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鳥人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份蕭伯樂(Tom Schaub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31 威克夫K線32法則: 有人成功是贏在起跑點但更多的人是贏在轉折點馬迪森(Sean Mathie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48 庫存是邪惡的影子: 沒有人會計劃成為失敗者但失敗者都是沒計劃的人紀爾茲(Ray Geert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55 家業不可一日荒廢: 遊戲不妥一生報廢不要將時間浪費在物欲神道上紀爾茲(Ray Geert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62 伊索寓言賽局博弈: 領導者必須要有願景你不能吹一個不確定的號角紀爾茲(Ray Geert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79 日本式企業中國式企業: 日本人看人是分階級的中國人看世界是平等的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86 思想致富聖經: 思想會化成語言行動會變成習慣而個性會決定財富蕭伯樂(Tom Schaub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293 X+Y+Z+岳父=成功: 每件事到最後的結果都是好的如果不好那還沒到最後蕭伯樂(Tom Schaub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09 世人一直在犯的七個錯誤: 企圖強迫別人有和我們一樣的想法及生活方式蕭伯樂(Tom Schaub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16 人生必須護持的七顆球: 工作家庭與健康朋友與精神生活繡球皮球玻璃球蕭伯樂(Tom Schaubl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23 獨特的咖啡罐投資組合: 海大魚: 龍遊淺水遭蝦戲掉尾鳳凰不如雞謝爾德(Greg She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30 我們追求的不只是讚譽: 而是值得讚譽: 靠得是軟實力的筆和硬實力的劍馬伯斯(Jeremy Mabu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47 K線: 君主是差勁的商人 商人是差勁的君主 博士是差勁的政客 政客是差勁的教士馬伯斯(Jeremy Mabu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54 K線兵法十勝十敗論: 發上等願 結中等緣 享下等福 擇高處立 尋平處住 向寬處行馬迪森(Sean Mathie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61 黃金72小時交易富貴: 小智者每天上班 中智者搶做行業 大智者能抓先機馬迪森(Sean Mathie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78 K線最好賺時機財: 沒說的祕密: 股市賺的不是技術財真正賺的是時間財謝爾德(Greg She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85 錢財距離我們只有3公尺: 獵巫: 不要和證券市場作對市場動向永遠是對的謝爾德(Greg She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392 大賺都是因為神祕排序: 投資的事可信者不可愛 投機的事可愛者不可信謝爾德(Greg She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08 K線價量關係10種: 大危機爆發前的清倉 內線消息inside information的研判杜平(Thomas Dup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15 翻倍賺72法則與115法則: 最好的男人在單身者之中但最好的女人在已婚者中謝爾德(Greg Shear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22 K線價量關係. 3: 這世界上最最真實的東西是大人與小孩都看不到的馬伯斯(Jeremy Mabu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39 K線價量關係. 1: 悲觀者在機會裡看到困難 樂觀者在困難裡看到機會馬伯斯(Jeremy Mabu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46 K線價量關係. 2: 最強的議價王這樣議價的 最強的砍價王這樣成交的馬伯斯(Jeremy Mabu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53 李佛摩爾K線價量: 一顆棉花糖: 金錢是坐著賺來的不是靠站著追來的馬迪森(Sean Mathie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60 索羅斯投資秘訣25則: 每個人生來都是個君王但大多在找樂子中受罪馬迪森(Sean Mathie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77 上影線下影線: 露餡: 隱形人的冷淡像太陽接近黃昏時的影子愈拉愈長紀爾茲(Ray Geertz)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84 K線灰髮老人元老院: 退休人員企圖封建世襲: 政客官僚土豪董監事共組四角聯盟雷伯恩(Alec Laybour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491 畢業立即就業永不失業: 通用的員工都從基層做起不靠文憑而在業界闖下名號羅賓遜(John Robin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07 順勢操作系統MACD: 力量與正確主宰這個世界正確的事上路了才用力去推動包禮圖(Richard Pel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14 擺盪指標MACD: 權證以小博大以弱敵強華爾街的期貨選擇權聖經羅賓遜(John Robin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21 反向操作理論MACD: 黃金迴圈: 過度正向思考無助於改善我們的遭遇包禮圖(Richard Pel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38 酒田戰法80/20法則: 沒有行動的願景只是白日夢 沒有願景的行動卻是大夢魘葛萊斯曼(John Glass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45 K線: 中國概念股: 那沉睡的巨人 讓他去睡吧 因為他一旦醒來 將震撼世界雷伯恩(Alec Laybour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52 頂尖大學忽略的共同校訓: 教育的五道目標 應是如何愛人 社交 工作 致富與成就葛萊斯曼(John Glass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69 拋物線交易富貴: 承諾很像蝴蝶 在美麗的飛舞盤旋中忽然不見了包禮圖(Richard Pel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76 太陽神執行長張忠謀: 老神規則在在: A型態酒神執行長川普求新求變 不必規則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83 AI天下第一操盤手: 人生有時是靠手握一副好牌 更難得的是打好手上的爛牌雷伯恩(Alec Laybour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590 K線阿特拉斯聳聳肩: 圓規可畫圓 因心不動腳在走 夢想難實現 因心不定腳不動雷伯恩(Alec Laybour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06 人生必要的六本存摺: 很少人是因活著有夢而變老 很多人是因放棄規律而變窮羅賓遜(John Robin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13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一定會變成大富翁的11法門 一定會變成窮光蛋的11習性羅賓遜(John Robin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20 K線追逐酒神或太陽神: 先求有再求好 但如果你拒絕接受其次的 你就會得到最好的雷伯恩(Alec Laybour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37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窮人愛做興趣的事因此窮困 富人樂做應該的事所以富有羅賓遜(John Robin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44 證券賽局七局理論: 花兒都到哪裡去了?它們給女孩摘走了!女孩都到哪裡去了?馬紐金(Clay Mnuch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51 K線高收益均值回歸: 起跑前先看清楚終點 輸贏不在起跑點 重點是在終點微笑馬紐金(Clay Mnuch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68 阿德勒心理學致富: 因為自卑而逃避的人很多 但也有因自卑而渴望成功的人馬紐金(Clay Mnuch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75 杜邦方程式咬住獲利: 企業的落後最先是菁英的落後菁英落後的標誌就是嘲笑民眾落後馬紐金(Clay Mnuch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82 ETF指數基金便宜買: 多夢和多言其中多有虛幻你只要敬重大趨勢馬紐金(Clay Mnuch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699 牛市三賺熊市三賺: 豬被宰: 投資不是等暴風雨過去而是學會在風雨中跳舞包禮圖(Richard Pel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05 軌道線交易富貴: 胖手指: 唱歌就像沒人在聽 跳舞就像沒人在看包禮圖(Richard Pel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12 聰明人為什麼不成功: 人生最寬厚的快樂是對於別人命運好轉所感到的欣悅葛萊斯曼(John Glass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經史子集



9789863912729 理性只是熱情的奴隸: 決定人們一生幸福的不只是能力還在於他們及時的選擇葛萊斯曼(John Glass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36 頂尖大學共同校訓六要: 跟著興趣走後來大多窮困跟著必要走後來大多富有葛萊斯曼(John Glass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425 國旗小書 張碧玉編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576 寺廟彩繪: 打底工藝 潘蓬彬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5206 中國古典管理哲學選輯 魏元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5213 論語與現代管理哲學 魏元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7737 新竹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2017第十一屆 黃瑜月, 陳學義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8894 東晉法顯<>研究論文集 胡海燕作; 許尤娜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1303 圓光佛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林家安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1310 法相拾珍: 石窟圖像學的研究與中國五大菩薩聖地朝聖紀實郭祐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1327 虛雲和尚在鼓山之研究 釋演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1334 圓光禪寺百年傳承發展史 闕正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1341 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提要彙編 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生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105 義竹翁氏族譜 翁烔慶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276 論語讀本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283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290 呼嘯莊園 Emily Brontë作; 卞瑞賢譯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306 無量義經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313 改變潛意識的數靈法則 吉野內聖一郎作; 王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58320 城隍明道真經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337 佛說大藏正教血盆經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375 陽宅風水指南. 2018 胡肇台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382 阿彌陀經要解 (清)藕益大師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63 基督徒在民間喪禮處境實務手冊: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莊頌祺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聖光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義竹翁氏族譜重編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光佛學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水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裕民汽車

送存種數共計：52

送存冊數共計：52

新民文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496 流沙刑 莫琳.派森.吉莉特(Malin Persson Giolito)著; 郭騰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942 傑琪的聖誕節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42 傑琪的聖誕節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14 彼得潘 J.M.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著; 郭庭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621 娃娃看天下: 世界原來如此!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38 娃娃看天下: 永遠的好朋友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45 漫畫原來要這樣畫 史考特.麥克勞德(Scott McCloud)著;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652 死前斷捨離: 讓親人少點負擔,給自己多點愉悅 瑪格麗塔.曼努森(Magareta Magnusson)著;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907 瑪莉安,妳為何哭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96075 新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2017: 浪漫台三藝術聯展邱炳亮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257 福爾摩莎詩選.2016淡水 李魁賢編 一版 平裝 2

9789869060264 詩情海陸. 第2集 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53 兒童的會滑 吳英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0561 無形資產評價人員培訓教材(上). 2017年版 雷舍商務鑑價編輯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00578 無形資產評價人員培訓教材(下). 2017年版 雷舍商務鑑價編輯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0631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780693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一卷: 國學、東方學與東西方文學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09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二卷, 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16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三卷, 比較文學學術史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23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四卷, 翻譯及翻譯文學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30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五卷, 日本文學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47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六-七卷, 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780754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六-七卷, 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780761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八卷, 日本侵華史與侵華文學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78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九卷, 日本古典文論與美學研究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785 王向遠教授學術論文選集. 第十卷, 序跋與雜論王向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0976 宋詩海洋書寫研究 顏智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90 單周堯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 李雄溪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81089 藝術與生活: 視覺美學之翱翔 楊佳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133 先秦學術講學錄 王金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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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新芽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聖吉安娜生命維護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9789864781140 先秦學術講學錄 王金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81157 魏晉玄學講學錄 王金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164 章法論叢. 第十一輯 中華章法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171 民國時期曲學文獻整理研究 陳美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934 重生: 菲律賓海燕風災慈濟援助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254 人見人愛的小公主魔法料理 AHN, 安作.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261 哇!科學實驗真好玩! 金夏均作; 南宮善夏繪; 林建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516278 名偵探福爾摩斯: 是誰在醫院搞鬼? 梁修範作; 林美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516285 數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金成洙著; 俞俊在繪; 凱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4516292 哈囉!小梅子 Lee Vin作.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4516308 哈囉!小梅子 Lee Vin作.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第1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01533 新實用主義與教育: 教育哲學的觀點 李芳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0895 公司法、證交交易法 爭點隨身書 祺許, 浩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0895 公司法、證交交易法 爭點隨身書 祺許, 浩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199 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主題式精選題庫 李岳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458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淚的果實 伊谷, 李星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11465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公式 張力升, 陳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472 廖毅老師開講: 保險法: 攻 廖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1489 警專入學考試: 國文重點速記 金庸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1496 郵局考試專業職. 二, 外勤歷屆試題＆法條大全白曉編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533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 林嵩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1571 犯罪偵查概要 何春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588 老師開講 家事事件法: 固 江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618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 李安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625 警專入學考試: 1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1656 刑法考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687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公式(一般警察) 張力升, 陳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755 犯罪學(概要) 霍華德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816 法學緒論-奪分關鍵、快速記憶 程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1830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1854 行政法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1892 犯罪學 王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908 行政學重要名詞 程明, 王濬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977 犯罪學(申論測驗混合題庫) 霍華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1984 民法總則(爭點&實務) 裕樹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1991 警察法規(概要)申論及測驗混合題庫 程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035 警察法規概要(申論測驗混合題庫) 程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240 民事訴訟法 江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257 國考三.四等: 5000個常用英文單字 Riemann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2295 警察考試法典 程譯, 保成法學苑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325 民事訴訟法概要 趙芸編著 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群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9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苗文化



9789864812332 民事訴訟法體系表 趙芸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349 3Q 立法程序與技術 解題書 林沛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2356 民法總則 解題書 苗星, 施宇宸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363 各國人事制度 解題書 郭如意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370 監獄官、監所管理員歷屆試題全解 霍華德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2387 一般警察考試法規大全 程譯, 保成法學苑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394 名揚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Minsanity 名揚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2400 刑法(概要) 解題書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417 3Q強制執行法 解題書 施行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2424 刑法總則 解題書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431 刑法(概要)申論題庫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448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郭羿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12455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 解題書 郭羿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12462 3Q行政法(測驗題)解題書 林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2479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2486 刑事訴訟法: 體系表 許睿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509 監獄學 霍華德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516 現行考銓制度 解題書 郭如意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523 3Q公務員法解題書 郭如意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530 老師開講 智慧財產權法科 裴騰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2547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楊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554 中華民國憲法(測驗題庫) 郭羿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12561 錄事.庭務員: 歷屆試題全解 棋許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2578 書記官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聯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585 法警.執達員.執行員: 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608 法院組織法 解題書 林沛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2615 不怕面試官 求職口試 教戰守則 張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622 法學緒論 測驗題庫 呂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639 法學緒論(大意)測驗題 解題書 呂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677 80/20法則 刑法試在.必刑 <> 柳震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806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49813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49820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49837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49844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549851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549868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549875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549882 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鳳山寺版)(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第二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976 當我們死後,靈魂去哪了? 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46 啟動你內在的成功密碼: 發現天命、迎向豐盛,與宇宙共同創造你渴望的生活巴觀(Sri Bhagavan)著; 傅國倫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983 接受你的期待成空: 走出愛情、工作與生活的期待落空不適症,將生命的煤灰轉化為鑽石克麗絲汀.哈斯勒(Christine Hassler)著; 謝明憲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08 成為專業塔羅師,你該深入的占卜密技: 不只解牌,還教你讀心,一次完成占卜諮商的升級修鍊!宇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39 愛從接納自己開始: 發現愛,深入關係,到與萬物合一的旅程巴觀(Sri Bhagavan)著; 傅國倫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60 天哪,不會是卡到阿飄吧?!: Eddie老師教你用自我檢測和保健之道,向擾人的能量說掰掰!唐源笙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0990 我們真的有靈魂嗎?: 死亡不是真的，暖心靈媒大師的靈境導覽艾珂.波亭(Echo Bodine)著; 蕭寶森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53 喜悅,就是去擁抱生活: 享受當下,與神連結,活出你與宇宙共同創造的新生命巴觀(Sri Bhagavan)著; 傅國倫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84 與你的指導靈成為好麻吉: 8週學會陽光通靈課程李天民作 其他 1

9789869490191 心的煉金術: 愛的教導之書 依麗莎白.克雷爾.普弗特(Elizabeth Clare Prophet), 派翠西亞.R. 斯巴達羅(Patricia R. Spadaro)著; 鄭炎城譯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9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星球



9789869503709 心的煉金術: 愛的教導之書 依麗莎白.克雷爾.普弗特(Elizabeth Clare Prophet), 派翠西亞.R.斯巴達羅(Patricia R. Spadaro)著; 鄭炎城譯其他 1

9789869503716 第12個天體 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著; 宋易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3444 生產與作業管理 李昊, 徐明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468 駭客數學(含歷屆試題) 姚碩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3453482 郵局考試講重點(郵政三法(大意)) 陳敬祥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3567 高普特考講重點工程數學(三等) 程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5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移民政策與法規 三、四等. 2017(103-105年試題)蘇靖, 熊武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66 初考五等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公民、英文. 2018(105-106年試題)Jacob Wu, 周明, 紫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703 工程數學寫真秘笈 周易編著 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3710 線性代數寫真秘笈 周易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3727 最新電子學寶典 劉人傑, 鄧茗編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3765 企劃案撰寫: 理論與案例 戴國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3819 自動控制系統 張碩, 詹森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453826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工程技師). 2017(101-105年試題)三、四等石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3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民法)三、四等. 2017(104-105年試題)張子柔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7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商事法). 2017(101-105年試題)三等賽利絲, 葉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8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現行考銓制度). 2017(100-105年試題)三、四等李以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95 個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3901 總體經濟學之魔法書 楊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3918 關務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 普通+專業三、四等. 2018(106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25 郵政考試講重點(企業管理大意) 張承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4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會計學).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蔡琳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5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2017(104-105年試題)三、四等賽利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63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離散數學). 2018(106年試題)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7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線性代數). 2018(106年試題)林立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87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類)三、四等. 2018(106年試題)Sarah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014 生物化學 高宇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454038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關稅法務類)普通+專業. 2018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045 演算法: 名校攻略秘笈 洪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454052 消防危險物品法令解說 張裕忠, 陳仕榕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4069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資訊處理類)普通+專業三、四等. 2018(106年試題)羅文, 王箏, Jacob Wu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076 關務特考: 試題大補帖(一般行政類)普通+專業四等. 2018(106年試題)陳理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083 台電雇員試題大補帖(機械類). 2018(102-106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090 甄戰大學(文史哲學群)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秦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106 甄戰大學(大眾傳播學群)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言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113 甄戰大學(法政學群)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衛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120 甄戰大學(建築與設計學群)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邢藝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168 防火管理初訓教材 消防編輯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454175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管理學). 2018(106年試題) 張承, 張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182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018(106年試題) 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199 消防法規 高賢松, 潘日南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454229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綜合行政類)共同+專業. 2018(102-106年試題)Jacoa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5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英文). 2018(106年試題) Alice, Jacob Wu, Sarah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81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2018(106年試題)張逸, 劉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11 高普特考講重點(行政法) 陳理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5469 聖約翰科技大學創校50週年紀念特刊: 扎根半世紀邁向新紀元顏旭男等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苑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鼎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聖約翰科大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794 凝關: 柳依蘭作品 簡于庭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329 當夏夜芳馥: 席慕蓉畫作精選集 席慕蓉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6336 達賴喇嘛談心經(手抄靜心版) 達賴喇嘛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1336343 北歐諸神皆可萌: 神人整理、秒讀秒懂,魔戒、雷神索爾、英雄聯盟……都從這裡來米絲肉雞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350 別讓我離開 凱瑟琳.雷恩.海德(Catherine Ryan Hyde)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367 崩壞國文: 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謝金魚著 平裝 2

9789861336374 舞臺 西加奈子作; 林佩瑾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381 古董屋裡的微光往事 鄭華娟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2750 囚徒增肌 保羅.韋德作; 朱皓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897 人體肌肉地圖: 史無前例的肌肉熱潮來襲! 岡田隆, 酒井均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03 阿德勒談心理. 3: 自卑感與人際關係 野田俊作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10 廣島.倉敷 昭文社編集;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27 現代建築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772934 現代建築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772941 住宅設計解剖圖鑑 增田奏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65 大人的名牌筆記用具大圖鑑 玄光社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72 咖啡品牌設計美學 viction:ary作; 陳岡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89 粉筆字藝術: 創意廣告看板＆招牌繪製技巧 薇拉莉.麥肯恩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2996 世界一周: 跟著插畫環遊世界 カモ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009 動漫女生日常便裝資料集 玄光社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078 現代建築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085 人體機能解剖全書 彼德.亞伯拉罕作; 謝伯讓, 高蕙涵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268 飛揚.產學接軌 萬里翱翔: 45位產業菁英的成功故事吳復強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03282 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吳啟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326 行銷學概要 李培齊, 蔡政言, 孫嘉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40 遺願服務網站之建置 陳唐平, 盧鈺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64 國家公園公共設施節能減碳暨規劃設計規範 歐文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71 企業管理概論: 實務策略與應用 牛涵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88 國際債政策與利率、匯率風險管理 張士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395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30418 微積分 廖秋雄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0432 動畫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李春雄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3719 Android 7.X APP開發教戰手冊 黃彬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863 電子商務網站經營與管理: osCommerce 廖漢君, 曾光輝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4549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微創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4570 日檢N3全攻略: 只讀一本就合格 李致雨, 北嶋千鶴子原著; Alice I. H. Chen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萬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9789864764594 Node.js物聯網裝置開發 Patrick Mulder, Kelsey Breseman原著; 林季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624 IoT物聯網無限商機: 產業概論x實務應用 裴有恆, 林祐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09 Excel資料分析工作術: 提升業績、改善獲利,就靠這幾招日花弘子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23 Cassandra技術手冊 Jeff Carpenter, Eben Hewitt原著; 許致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30 實戰TensorFlow: Google深度學習系統 黃文堅, 唐源原著; 蔡勝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47 MTA 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C#(98-361)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754 每天8句正能量短句,靜心、美字,還能練出好英文!Nexus Contents Development Team原著; 蘇琬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08 R資料科學 Hadley Wickham, Garrett Grolemund原著; 黃銘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22 輕鬆學習R語言 郭耀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46 Deep learning: 用Python進行深度學習的基礎理論實作斎藤康毅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53 駭客退散!站長、網管一定要知道的網站漏洞診斷術上野宣原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77 第一次用Docker就上手 李金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884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二: 櫃檯作業&清潔作業(微創pos系統)楊潔芝, 楊麗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4891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學科&筆試. 一 楊潔芝, 楊麗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4914 Smart Apps Creator 3: 魔法APP設計師 呂聰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921 軟體大發現Kodu創意遊戲設計 蔡俊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5249 提升程式設計的資料結構力: 國際程式設計競賽之資料結構原理、題型、解題技巧與重點解析H&C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5379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Power Bi大數據視覺圖表設計與分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386 JavaScript+jQuery+Node.js網頁設計與物聯網應用開發教本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393 跨裝置網頁設計: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Bootstrap、jQuery Mobile陳惠貞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5409 Visual Basic 2017基礎必修課(適用 VB 2017/2015)蔡文龍等箸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423 Sorssora超人氣畫畫練習本: 用三角形、圓形、正方形就可以畫出簡單又可愛的各種小插圖!Sorssora原著; 馮筱芹譯 平裝 1

9789864765447 Windows Server 2016網路與網站建置實務 戴有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454 網頁設計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 陳源謙, 林文恭研究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5461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瑋博POS系統) 楊潔芝, 楊麗文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5478 資安風險評估指南 Chris McNab原著; 江湖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485 MTA Database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守冊(98-364)吳進北, 盧佳君,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522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學習書 印前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614 Excel 2016商業智慧分析: 資料處理x樞紐分析xBig data分析工具PowerPivot及PowerView王仲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645 計概超人60天特攻本 夢想家資訊工場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5676 Visual C# 2017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683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5690 Python架站特訓班: Django最強實戰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737 旅行英語神救急!就靠老外最常用的這100個簡單關鍵字!Park Jung Won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768 大數據分析SQL Server 2016 & R全方位應用 謝邦昌, 李紹綸, 宋龍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775 Excel完全教本(適用2013/2016) 許嘉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782 TQC+AutoCAD 2018特訓教材. 3D應用篇 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805 .NET設計模式 Praseed Pai, Shine Xavier原著; 陳開煇, 孫天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829 初探機器學習: 使用Python Matthew Kirk原著; 陳仁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836 為你自己學Ruby on Rails 高見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850 Python好好玩: 趣學電玩遊戲程式設計 Al Sweigart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867 鳳凰專案: 看IT部門如何讓公司從谷底翻身的傳奇故事Gene Kim, Kevin Behr, George Spafford原著; 楊仁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966 圖解電腦工作原理 岡嶋裕史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980 Visual Insights中文版: 資訊圖表實戰指南 Katy Börner, David E. Polley原著; Jedi, Plu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031 SQL Server與R開發實戰講堂 楊志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215 跨裝置網頁設計(第三版): 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Bootstrap、jQuery Mobile陳惠貞著 其他 1

978986476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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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6451 為你自己學 Ruby on Rails 高見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468 輕鬆學習R語言: 從基礎到應用,掌握資料科學的關鍵能力郭耀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475 大數據分析SQL Server 2016與R全方位應用 謝邦昌, 宋龍華, 李紹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482 Excel 2016商業智慧分析: 資料處理x樞紐分析xBig data分析工具PowerPivot及PowerView王仲麒著 初版 0 1

9789864766499 SQL Server與R開發實戰講堂 楊志強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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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512 超人氣Facebook粉絲專頁行銷加油讚: 挖掘小編的行銷潛力+ 打破經營的迷思困境= 讓你成為地表最強小編!鄧文淵 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 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6567 Visual C# 2017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著; 吳明哲策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73 會計人的Excel VBA小教室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80 Microsoft MOS Excel 2016 Core 原廠國際認證應考指南(Exam 77-727)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765 iOS 11程式設計實戰: Swift 4 快速上手的開發技巧200+朱克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772 Python零基礎入門班: 一次打好程式設計與邏輯訓練基本功!鄧文淵總監製;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91626 流雲鳥語. 二 宗才法師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7407 連鎖店經營管理 呂德財, 陳啟仁, 林正修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421 會計學: 企業財務資訊實務暨金融就業證照考試用書郭翠仰, 陳麗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599 創業管理 陳屏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667 微電子學 Adel S. Sedra, Kenneth C. Smith作; 曹恆偉等譯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47681 微積分 黃天受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47698 微積分概論 陳子建, 黃新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711 控制系統工程 Norman S. Nise原著; 黃淳德, 毛偉龍譯 七版 平裝 1

9789865647728 光電子學導論 謝文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735 電磁相容分析與設計: 從PI與SI根因探討 林漢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742 會計學: 以國際會計準則為基礎 林有志, 黃娟娟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5647759 工作態度與倫理 黃坤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766 射頻鎖相迴路IC設計 高曜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780 人因工程: 人機境介面工適學設計 許勝雄, 彭游, 吳水丕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647797 偏微分方程式及邊界值問題 鄧志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803 數位邏輯設計 陳培殷, 林宜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810 大學國文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語文中心國文教材編輯委員會編撰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827 電動車 胡家勝, 薛博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841 電子商務: 應用與科技發展 欒斌, 陳苡任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865 64位元Debian Linux作業系統實務 李博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872 微電子學題解 Adel S. Sedra原著; 江昭皚譯 七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724 程式交易: 平台開發方法與實務 許江河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449731 財務管理 林基煌, 李寶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9755 平川三七五 王佩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779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與運算思維 曹祥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786 長期照顧: 基礎與個案 黃謙銘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800 經濟學 沈中華, 黃台心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38817 實用會計學概要 馬君梅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38831 財務管理: 理論與實務 徐俊明, 楊維如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538848 稅務法規: 理論與應用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9版 平裝 1

9789869538855 稅務會計 陳妙香, 李娟菁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538862 租稅申報實務 楊葉承, 宋秀玲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38879 保險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 許文彥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615 禪和道經科儀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84 中華文化在比較上,大在何處?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新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莊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3

慈航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圖書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4140 直銷3.0,你一定要懂的法律知識 吳筱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782 南一段行腳: 世出世間 陳玉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799 台灣的花蕊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805 來看古早厝 石晏如, 陳玲瑜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812 生之態交響曲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829 海邊仔 謝明芳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836 我們都是「蜴」術家 劉思源文; 王書曼圖 初版二刷精裝 1

9789576084843 台灣出好米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850 肚子好餓好餓喔! 謝明芳文; 何雲姿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867 肚子好餓好餓喔! 謝明芳文; 何雲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4874 雪山盟 影音書 陳玉峯著作.解說.攝影 初版 其他 1

9789576084881 小熊夢遊花境 周淑萍文; 邱千容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898 七笑因緣: 台灣檜木文化的溯源 陳玉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2093 惡童書. 7: 美人魚 笭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5327 斜風細雨不需歸 孫雪僮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5334 斜風細雨不需歸(簡體字版) 孫雪僮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5341 斜風細雨不需歸. 2 孫雪僮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5358 斜風細雨不需歸. 2(簡體字版) 孫雪僮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57 天花板 思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4695 地獄三途河 思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15 美人 思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22 冥戒 思綺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39 城主逆天(簡體字版) 邢墨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46 城主逆天 邢墨鳶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53 中流楫(簡體字版) 記無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60 中流楫 記無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77 都市傳說第二部, 3: 幽靈船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84 都市傳說第二部, 3: 幽靈船(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091 禁忌錄. 3: 入厝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107 都市傳說[特典]: 詭屋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114 都市傳說[特典]: 詭屋(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8605121 禁忌錄. 3: 入厝(簡體字版) 笭菁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400 德國醫生愛用的自然療法寶典: 通往健康的康莊大道卜鐸科(Michael Ptok), 鄔盼恩(Agnes Ptok)作; 沈柏年, 王真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4819 Samsung GALAXY Note 8完全活用200技 秦庭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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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聖賀德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嗨森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智國際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477 眩暈、耳鳴對症導航 時井正則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484 咖啡新鮮事 傑若米.托茲, 史提芬.麥卡托尼作; 魏嘉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187 跟我跑船去!有薪又有型地環遊世界 蔡慧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32194 琪語錄: 你憑什麼嫌棄你的工作? 蔡嫦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01 東方能量指引卡 吳景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18 玩真的創業特訓班: 創投教你如何打贏創業攻防戰洪尚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25 愛動女孩瑜珈課 吳昭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32 夢想,放膽做: 轉動世界的力量在你手上! 胡郁婷等撰稿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49 心路,新路: 我與癌症共舞的白晝與黑夜 章經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56 司法通譯 陳允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63 天堂轉角的咖啡屋 郭德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70 教你英語教到會: 11堂基礎課+32則經典勵志文選李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87 來自星星的早安心語: 365天改變你的一生 簡瑋慶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68794 懸崖邊的舞者 葉雨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07 醫療院所環境清潔管理實務 洪儀珍, 陳安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14 紛爭解決與調解 陳賜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21 活出自己的生命藍圖: 看清身體印記,喚醒療癒密碼劉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45 三十部影劇の戀愛大人學: 教你別再愛情裡跌跌撞撞跳跳夫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69 365天,天天好運: 易經卦數解密,開運效果超乎想像!郭德芬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76 與耳鳴和平共處: 一個陽光女孩的身心療癒之旅唐佩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184 通用航空文化產業園區鏈的規劃構想 李旭夫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446 一口也捨不得吃的創意點心! Flora Y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484 陪孩子遊戲玩出專注力!從此孩子不像毛毛蟲,3分鐘熱度再見!陳宜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491 3秒開口說日文,跟著金鮪魚先生點餐!日本旅遊必備的隨身菜單羅仁完作; 林珮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4212 要學就學最實用的日語會話: 極短句日文快速上口忘不掉, 和日本人聊天真簡單朱鍾官等作; 劉思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9632 夢想家: 落實自己相信的幸福生活 美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5121 南疆紀行 胡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38 詞學十講: 詞學大師龍沐勛的最後講義 龍沐勛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45 中國近代史論集: 蔣廷黻外交史著作選(復刻典藏本)蔣廷黻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69 今夜採訪誰?: 台灣囝仔勇闖美國的飛翔之路 海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76 夢想號: 青少年劇本集 李美齡等著; 陳義翔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5190 有一種記憶:我在紅色十年 王宣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5211 晚清官場真實內幕: 異辭錄 劉體智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5228 國聞備乘: 晚清政壇見聞錄 胡思敬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5235 尖山腳下一家黃帝子孫 林慧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5259 寄庵隨筆: 民初詞人汪東憶往 汪東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愛夢元創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跨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零極限文化



9789869545266 從晚清到民初: 三十年聞見錄 朱德裳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5273 歐陽予倩回憶錄: 自我演戲以來 歐陽予倩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805 探索癌症與癌共舞: 癌症篩檢、治療、飲食、照護全書James Lee, Jack Lee, Jimmy Lee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6757 白香詞譜 舒夢蘭撰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764 人間詞話.蕙風詞話 王國維, 況周頤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771 厚黑學教你做人要寬,做事要專 李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801 200字作文 林藍編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818 3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825 4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856 5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863 一生受用萬年曆 楚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1080 著名古籍保護專家研究文獻目錄 陳東輝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403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81410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81427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81434 銀河帝國之刃 淮上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24315 從龍 七茭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4322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524339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5423 翻開日本史 任德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430 手作精緻西式點心 黎國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447 曲黎速效對症按摩 曲黎敏, 陳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461 英文文法醫生教你拆解句子結構 尹尚遠, 張莎拉著; 王漫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478 用手記住的愛 曹仙鎮圖.文 平裝 1

9789866055492 絕對健康純天然自製果醬 裴弼成著; 王國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508 我的第一本日文課本: 圖像聯想記憶法 坂野治, 朴世利, 金志珉著; 李浩譯 其他 1

9789866055515 92種超圖解穴位速效按摩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楊玲, 李海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843 降血糖常備菜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陳飛松, 曹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881 降血壓飲食宜忌大百科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于雅婷, 尚雲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5997 走到哪說到哪: 英語會話10000 劉俊狄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62227 10分鐘徒手核心訓練打造黃金六塊肌 趙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234 40週新手媽咪的育兒百科 邵玉芬, 許鼓, 曹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241 護肝養腎 劉鐵軍圖解養生食療帖 劉鐵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258 零失敗 新手做116道中式點心 黎國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265 翻開美國史 任德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272 今天也是傷痕累累 心動(崔敏正)圖.文; 林季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2289 20000英文單字,英檢、新多益、托福、GRE拿高分劉俊狄副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源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經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匯德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9789865962296 美國人常用的英文短語3000 Kenneth Paul審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302 翻開世界史 宛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319 翻開中國史 北京國際文史推廣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783 高爾夫運動解剖書 雷格.戴維斯, 文斯.迪賽亞作; 朱皓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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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659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七年. 秋之卷 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040 草。書 蘇芳霈圖文作者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28057 不只要你好看: 整形外科醫師的刀下春秋 鄭立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8057 不只要你好看: 整形外科醫師的刀下春秋 鄭立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478 解讀財經新聞的18堂課 于趾琴總編輯 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456128 經濟日報50周年 經濟日報50年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35 全球債券ETF投資新視野 劉宗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42 隱形冠軍: 20家台灣企業創業之路 經濟日報記者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56142 隱形冠軍: 20家台灣企業創業之路 經濟日報記者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729 聖經之美: 聖經敍事文體的選讀賞析 周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743 年糕去海邊 苅田澄子文; 植垣步子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828 挪亞方舟 靏見幸文圖; 鄭明進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835 馬丁路德的崇拜觀與聖詩賞析 璩雅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842 小月和月亮先生 越智典子文; 細木瑪格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859 歌林多前後書逐句解經 朱斯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880 加拉太書逐句解經 朱斯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897 啟示錄的4個旋律 莊東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903 跨越鴻溝: 在華人文化處境中詮釋罪 莊東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927 爸媽，你們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 劉艾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958 一粒微塵萬種神恩 殷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965 初信造就: 新人四部曲 文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972 大信若盲 殷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1989 榮耀的生命: 27位聖經人物的榜樣 文亮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001 醫事放射專業英文 李文禮等編著; 蔡長書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慈濟科大醫放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447 吃得當心,腸胃安心! 李嘉玲作; Bob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1977 僕人的領導思維: 建立關係、堅持理念、與人性關懷的藝術麥克斯.帝普雷(Max De Pree)著; 江麗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31984 平等與效率: 最基礎的一堂政治經濟學 亞瑟.歐肯(Arthur M. Okun)著; 許晉福, 高翠霜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6031991 馬自達Mazda技術魂: 駕馭的感動,奔馳的秘密 宮本喜一著; 李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01 時間的形狀: 相對論史話 汪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18 建立當責文化: 從思考、行動到成果,激發員工主動改變的領導流程羅傑.康納斯(Roger Connors), 湯姆.史密斯(Tome Smith)著; 吳書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25 超好賣的文案銷售術: 洞悉消費心理,業務行銷、社群小編、網路寫手必備的銷售寫作指南安迪.麥斯蘭(Andy Maslen)著; 劉復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1032 黑天鵝經營學: 顛覆常識,破解商業世界的異常成功個案井上達彥著; 梁世英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1049 愛爺爺奶奶的方法:「照護專家」分享讓老人家開心生活的祕訣三好春樹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56 霸凌是什麼: 從教室到社會,直視你我的暗黑之心森田洋司著; 李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63 你想通了嗎?: 解決問題之前,你該思考的6件事 唐納德.高斯(Donald C. Gause), 傑拉爾德.溫伯格(Gerald M. Weinberg)著; 蘇耿弘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148 二0一八戊戌年擇日要覽 范龍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2155 細說廿四經(20)細說烈女傳 徐芹庭著, 徐耀環編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162 細說廿四經(21)《細說啟蒙經》 徐芹庭著, 徐耀環編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186 細說廿四經12《細說逸周書》 徐芹庭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12193 細說春秋外傳 徐芹庭、徐耀環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823 有邊讀邊學生物英文 葉綠舒著 平裝 1

9789867625830 圓夢: 慈濟大學華語教學學程海外華語教育志工成果集何昆益主編 平裝 1

9789867625847 無語良師. 99, 模擬手術教學 張純樸, 李明熹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854 無語良師. 99, 大體解剖教學 張覺元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861 慈濟大學「快樂服務、感動學習」作品集. 第六屆 平裝 1

9789867625878 愛不罕見: 罕見疾病生命故事影像寫真書 巴霖等作; 朱紹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796 兒童健康照護: 與疾病共存的生命之愛 陳妙星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0018 五色鹿王 謝麗華文字; 張玟玲等繪圖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6570 女人,妳是好人,也是個壞人! 魔女Sha Sh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587 有裂縫,才看得見陽光 晴天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594 人生答案書: 每個問題都能找到答案 晴天娃娃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783 塑身女皇鄭多燕教你4週腰瘦15cm: 獨創彈力帶瘦身操打造終極完美身材!鄭多燕著; 陳佳昀譯 平裝 1

9789869309790 我是日本外科醫生,我有亞斯伯格症!: 三大關鍵克服發展障礙,化阻力為助力的生命奇蹟畠山昌樹著; 鍾雅茜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瑞麗美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慈濟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意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新潮社



9789869465502 日本劈腿大師教你深層肌鍛鍊纖瘦操 兼子正著; COSE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519 專攻腰腹腿臀!深層肌顆粒按摩瘦身法: 消除橘皮&肥胖細胞的鱷魚手套排毒術小野晴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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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擎作 平裝 1

9789869344944 那些關於上大學,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樂擎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603 hi! Cubase/Nuendo 曹登昌編著 首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849 土耳其語A1-A2: 專為華人編寫之基礎教材 杜爾孫(Dursun köse), 馬仕強(Özcan Yilmaw), 李珮玲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856 新我的第一堂韓語課 游娟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863 50音帶著背!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修訂二版其他 1

9789869515870 我的第一堂法語課 Christophe LEMIEUX-BOUDON, 謝孟渝作 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869515887 西班牙語導遊教你的旅遊萬用句 José Gerardo Li Chan著; Esteban Hua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9754 対話力の育む異文化堅議論授業の実践研究: フィッシュボゥル訓練の質的分析中村香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894 法語文法其實沒那麼難 洪偉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402 新日檢N3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修訂二版其他 1

9789869558419 必考!新日檢N5文字.語彙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8433 新日檢N1模擬+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作 修訂二版其他 1

9789869558440 新日檢N2模擬試題+完全解析 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作 修訂二版其他 1

9789869558457 一擊必中!史上最詳盡領隊導遊試題+完全解析. 106年林溢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495 信不信由你: 一週學好日語五十音 元氣日語編輯小組編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82 船伕: 宗教系小說創作合集. 第23屆 鄭印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1631 卡爾.拉內之形上學人類學 蔡淑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00 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62 橘色善念: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7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所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005 弘文學報. 第二期 張秀玲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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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361149 序跋文三集 徐醒民撰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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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應美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弘文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輔大宗教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詮釋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溦曦



9789869361149 序跋文三集 徐醒民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5718 源遠流長話說南門地方誌: 南門社區文史踏查 謝邦雄等總編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6913 樂藝玩藝: 美術文化人才培育研討會彙編. 2017 蔡慶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718 藝生豐美情.一生豐美人: 臺中市豐原美術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13th 2017林雅俊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780 麵包超人與可愛動物 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797 麵包超人與各種交通工具 柳瀨嵩原著; TSM Entertainment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810 麵包超人第一本生活認知書: 起步走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73827 麵包超人第一本生活認知書: 好期待 柳瀨嵩原作; TMS Entertainment作畫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9913 線西歷史散步 許惠雯, 陳玟瑜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2471 戀戀郵緣: 王宗權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1814 上帝的菜園仔: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北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發展史1936-2016鄭仰恩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209 大地畫展1976-2017四十週年專輯 楊初彥等策劃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8833 大方無隅: 蒲添生藝術觸覺教育展紀念專刊 羅于婷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2509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時尚造型科.業專題製作. 第22屆: 電影瞬間張月珠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喬治工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南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地美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中正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彰縣文化資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豐原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059 鴻漸于磐: 社區美學教育系列: 南港美學論壇. 第七屆曹錫智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2129 建築,從新銳啟程: ADA新銳建築獎特輯. Vol.3 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22129 建築,從新銳啟程: ADA新銳建築獎特輯. Vol.3 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309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釋一吉阿闇梨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0316 唐密悉曇血脈史與聲明、真言修證之探討 釋一吉阿闇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0323 蘇悉地羯囉經 (大唐)中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 釋一吉阿闍梨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6946 手作輕食.罐沙拉 美食坊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60 在家吃好菜: 一本書學會200道經典家常菜 陳志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77 彩色人生從養腎開始 柴瑞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84 讓寶寶一吃就愛上: 4-6個月寶寶副食品全攻略 美食坊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09 讓寶寶一吃就愛上: 10-12個月寶寶副食品全攻略美食坊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6991 讓寶寶一吃就愛上: 7-9個月寶寶副食品全攻略 美食坊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16 讓寶寶一吃就愛上 美食坊工作室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35823 排毒養身從養肝開始 柴瑞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30 0-6歲決定孩子一生的黃金教養法 珍.邁爾斯(Jen Meyers), 傑米.洛爾(Jamie Loehr)作; 郭惠心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13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37 海峽兩岸職業教育與創業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年第一屆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4137 海峽兩岸職業教育與創業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年第一屆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121 傑出大陸台商獎專輯. 2017年 王龍風, 潘金英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672 春心長閑櫻花艷 江日榮著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590 態度決定高度. II, 實踐篇 羅松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07606 守護燈塔的男孩 張雅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13 我想要飛 胡安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20 巴家獵犬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原著; 宮千栩原創漫畫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城市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北城市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建築世代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悉曇吉祥成就會



9789865707637 雪田村的彩筆果 阮聞雪作; 西桃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44 葡萄寶貝不見了 李文英作; 黃正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51 羅蘋的自白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李佩紋原創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68 獨一無二帽子店 陶綺彤, 歐比比作; 陳慧縝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3882 300個推理解密遊戲 漢宇編輯部編; Piggy studio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899 三千暉日語: 和日本人聊天,一定要會說的日語3000句仁平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905 用最神速的英語拆解法學2000常用句: 只要會中文,就能用英語聊天蔡秋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912 和美國人聊天一定要用到的211個句型 朴鍾遠作; 鄭瑾又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929 Mind Map Japanese: 全圖解40小時學會日本人超愛用的生活單字句型Ebidora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936 圖解世界歷史: 看懂世界地圖,讀通古今歷史 漢宇歷史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943 別笑!我是最有效英語學習書 權恩映作; 崔馥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950 別笑!我是最有效法語學習書 李敬子作; 徐芝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3967 彩色圖解和德國人聊天一定會用到的生活單字金美仙作; 許書禎譯 其他 1

9789862283974 大手牽小手,全家玩遍亞洲5大國: 行旅亞洲13城市100景的親子攻略winn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3981 跟著韓國教授學好韓國語: 標準韓語學習書 全娜榮, 全鉉哲作; 袁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025 彩色圖解和法國人聊天一定會用到的生活單字金志妍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1385 向日葵女孩 劉清彥文; Cindy Wume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405 50+好好: 顛覆年齡新主張 瓊恩.安.詹金斯(Jo Ann Jenkins)著; 葛窈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573 彈力模型動手做: 機器人總動員 約翰.馬蘭(John Malam)作; 凱特.麥克利蘭(Kate McLelland)繪; 王季蘭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757 我愛讀繪畫的故事 艾比蓋兒.惠特利(Abigail Wheatley)著; 宋珮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2764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著; 亞當.拉庫(Adam Larkurn)繪; 劉藍玉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2832 圖畫在說悄悄話 潘蜜拉.札格倫斯基文.圖; 宋珮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849 小比利和迷針族 羅德.達爾(Roald Dahl)文; 昆丁.布雷克(Quentin Blake)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870 神探噴射雞. 3, 腳書大魔法 蕭逸清文; 陳佳蕙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887 小火車做到了! 華提.派普爾(Watty Piper)文; 羅倫.隆(Loren Long)圖; 郭恩惠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4792948 小小科學人: 100宇宙大發現 艾力克斯.弗斯(Alex Frith), 愛麗絲.詹姆斯(Alice James), 傑羅姆.馬丁(Jerome Martin)作; 費德里柯．馬里亞尼(Federico Mariani)等繪; 高文初版 精裝 1

9789864792962 坐禪的力量: 十場靈性的師徒對話錄 心道法師著; 呂政達採訪整理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979 飛越戰火的女孩 金柏莉.布朗貝克.伯萊德利(Kimberly Brunbaker Bradley)作; 喬茲.波堤洛(Josie Portillo)繪; 趙映雪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2986 葛瑞的囧日記. 1, 中學慘兮兮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2993 彼得去花市 廣野多珂子文.圖; 陳珊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006 鏟土機挖挖挖! 凱特.麥克穆蘭(Kate McMullan)文; 吉姆.麥克穆蘭(Jim McMullan)圖; 陳雅茜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013 綿長的訣別 夏河靜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20 泥步修行: 破惑、問道、安頓 余秋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51 不求勝的英雄: 解壓縮陳金鋒.zip 陳金鋒口述; 林以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75 玩轉故事: 1001讓孩子愛上閱讀的方法 菲利普.布哈瑟著; 王伽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82 不妥協的設計: 無印良品的適切生活提案 日經設計編; 陳令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99 欲罷不能: 科技如何讓我們上癮?滑個不停的手指是否還有藥醫!亞當.奧特(Adam Alter)著; 廖建容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05 核爆邊緣 威廉.培里(William J. Perry)作; 林添貴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12 宇宙必修課: 給大忙人的天文物理學入門攻略 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原著; 蘇漢宗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29 漫步華爾街: 超越股市漲跌的成功投資策略 墨基爾(Burton G. Malkiel)著; 楊美齡, 林麗冠, 蘇鵬元譯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793143 創業就是要細分壟斷: 互聯網創業下半場的機會路線圖李開復, 汪華, 傅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50 生命的溫暖戰歌 邱議瑩口述; 林芝安, 林唯莉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67 一點點機會 辛西亞.洛德(Cynthia Lord)著; 柯倩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81 山裡的炸彈客 楊琨華, 潘玉芳作; 黃祈嘉, 李小逸繪 第一版 精裝 2

9789864793198 自己的志氣最可靠: 12個修練成功的故事 王冠珉等採訪整理; 李桂芬主編 精裝 1

9789864793204 慢.漫.山城: 一個人的家園自然探險 張蕙芬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211 誠義: 侯貞雄與台灣鋼鐵產業七十年 劉德明, 傅瑋瓊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228 垃圾車來了! 凱特.麥克穆蘭文; 吉姆.麥克穆蘭圖; 陳雅茜譯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259 藝術家阿德 湯姆牛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漢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4793266 中國模式: 阿里巴巴、吉利、聯想、萬科等中國財富自造者如何創造財富與全球影響力麥克.尤辛(Micahel Useem)等著; 李芳齡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273 哥說的不是星座,是人際關係 郭子乾口述; 林欣儀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280 零痠痛益身操: 結合芭蕾、太極、針灸,10套伸展動作讓你舒壓、骨正、筋膜鬆米蘭達.艾斯蒙懷特(Miranda Esmonde-White)作; 陳萱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297 聰明媽媽,富媽媽: 女人會理財,活得才自在 金柏莉.帕墨(Kimberly Palmer)著; 許恬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372 天有可測風雲: 彭啟明的資料經濟與科學創業之路彭啟明, 李翠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396 這樣就很幸福了: 小川糸的29個簡單生活法則 小川糸著; 陳令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402 創意天才的蝴蝶思考術 奧麗薇亞.福克斯.卡本尼(Olivia Fox Cabane), 朱達.波拉克(Judah Pollack)作;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433 查爾斯河畔的沉思: 哈佛管理大師教你經營人生企業艾瑞克.賽諾威(Eric C. Sinoway), 梅瑞爾.梅多(Merrill Meadow)作; 連育德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3457 眾神之谷: <>記者對矽谷創業生態圈的深入調查報導雅麗珊卓.吳爾夫(Alexandra Wolfe)著; 周宜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471 這世界難捉摸: 霍金也想懂的95%未知宇宙 豪爾斯.陳(Jorge Cham), 丹尼爾.懷森(Daniel Whiteson)著; 徐士傑, 葉尚倫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2672 看得見的信賴: 全球百大工程品牌中鼎的致勝之道謝其濬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89 哈佛教你打造健康人生: 工作與生活平衡+理性與感性兼具=你的全方位成功策略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等作; 譚家瑜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292696 精讀杜拉克: 嚴選「現代管理學之父」「管理大師中的大師」10篇大塊文章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作; 胡瑋珊等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503 激越與死滅: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 黃惠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534 意外的國度: 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林孝庭作;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692 戈麥高地記憶的眼睛 柴春芽撰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28 跟著陸客團遊歐洲 雷克(Christoph Rehage)作; 麻辣tongu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35 1921穿越福爾摩沙: 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 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作; 蔡耀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42 瘋關西: 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克莉絲朵.韋倫(Christal Whelan)著; 姚怡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66 東京散步思考: 由點到面看世界,室內設計師的17個觀察側寫陳岳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73 圖解日本裝束 池上良太著; 林文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80 幕末史 半藤一利著;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901 橫斷記: 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 高俊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918 假如我只能給你一個忠告: 六十二位名人給你的人生建議理查.瑞德(Richard Reed)著; 張家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932 臉的秘密: 看人的科學 華沙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7925 妖怪情書 張其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949 向著光飛去 施又熙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47956 漫畫昭和史 水木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47963 漫畫昭和史 水木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47970 漫畫昭和史 水木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47987 漫畫昭和史 水木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56514 昨日告白 愛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83 大腦密碼探索: 1500公克的宇宙 趙思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90 重新想像印度: 亞洲下一個超級強國的潛力解碼麥肯錫顧問公司編; 李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17 把垃圾變成寶藏的公司: 產業廢棄物公司經理人讓收垃圾也能和藝術跨界結合,打造循環經濟中台澄之著;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871 在路上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88 泰北風情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665 八字集議. 庚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30672 蓪草紙研究室: 染色X花形X組合全事典 陳建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689 專業包頭設計. 2 石美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22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4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671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9273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記筆記 魯鈍居士筆記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749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3192756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3192763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3192848 2.43清陰高中男子排球社second season 壁井有可子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855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7 1

9789863192862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8 1

9789863192879 天地明環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3192886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2893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2909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2916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92923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92930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92947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92954 尋秦記 黃易作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92992 乩身: 踏火伏魔的罪人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005 上課不要打手機 九把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978 8.Floor. vol.1: 最後一餐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2985 武道狂之詩. 卷20, 王道心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012 天使三部曲. 3, 荊棘路 強.史蒂爾(Jon Steel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3029 天使三部曲. 3, 荊棘路 強.史蒂爾(Jon Steele)著; 聞若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3043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19 1

9789863193050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0 1

9789863193067 太陽之塔. 卷四 全民熙著; 柏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422 Q版人像畫入門 小河原智子監修; 賴純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439 創意塗鴉摺紙 小林一夫監修; 彭春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6867446 人體大探險(醫生推薦版) 西本修繪圖; 彭春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867460 淨塑愛自然繪本: 還我小寶貝! 陳月文著; 鄭杏倩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6867477 淨塑愛自然繪本: 海龜福氣要回家 陳月文著; Agau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6867484 淨塑愛自然繪本: 我是淨塑小天使 陳月文著; 李筱媛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4648 探索宇宙大奇航Q&A Katie Daynes作; Peter Donnelly繪圖 精裝 1

9789862924730 普拉斯的魔法數學世界 Chris Oxlade, Wesley Robins作; Kieran Hood繪圖 精裝 1

9789862924754 植物世界大探索 Christiane Dorion作; Beverley Young繪圖; 閣林編譯小組編譯精裝 1

9789862924778 懷舊.創新 大都會美術館: 讓大英博物館瞠目結舌的後起之秀凱瑟琳.賈里茲(Kathryn Galitz)作; 謝汝萱, 郭書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284 守夢人: 一封愛麗絲的祖父寫給他的信 羅伯.英潘(Robert Ingpen); 幸佳慧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314 拉夫去哪兒 Anke de Vries作; Charlotte Dematons繪圖 精裝 1

9789862926321 再等一下 Anke Kranendonk文; Jung-Hee Spetter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338 環遊世界美食之旅 Giulia Malerba文; Febe Sillani圖; 倪安宇等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345 毛毛兔學會愛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6352 毛毛兔很善良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6369 毛毛兔好快樂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6376 毛毛兔不悲傷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6390 毛毛兔不怕孤獨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6406 毛毛兔不會嫉妒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閣林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3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6

漢欣文化



9789862926413 毛毛兔不會害怕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926420 毛毛兔不想生氣 Trace Moroney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407 新手不敗100堂課!: 我的甜點時間 坂田阿希子作; 左瑞瑤譯 平裝 1

9789869412414 小文青風格生活: 可愛表情文字練習帖 illustrator KAMO作; 鍾佩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421 1分鐘創意思考法 石井貴士著; 劉佳麗譯 平裝 1

9789869412438 最實用的離乳期嬰幼兒: 副食品BOOK Akasugu編輯部作; 左瑞瑤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12445 好療癒的可愛角色手撕麵包: 該從哪裏下手才好呢?後藤沙耶花著; 許書華翻譯 平裝 1

9789869412452 0歲開始的育兒煩惱解答: 照顧0~3歲寶寶的393則Q&A詳細解說!NHK出版編; 謝佩紋譯 平裝 1

9789869412469 日本睡眠治療師教你好好睡的100種舒眠法 三橋美穗作; 江伊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476 咖啡情報誌: 向世界咖啡館取經 寶島社編集; 沙子芳譯 平裝 1

9789869412483 KAMO的魔法白色插畫 KAMO作; 左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490 喵星人&汪星人的插畫異想世界: 用原子筆畫出屬於你的喵喵汪汪奇幻世界吧Boutique社作; 洪禎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302 我的咖啡 富田佐奈榮作; 沙子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319 絕對想要動手做簡單點心480: 專業級的享受+傻瓜級的手藝!Life, Foods編集室編; 陳燕華譯 平裝 1

9789869456326 瓶漬常備菜: 糖漬.酸漬.鹽漬.油漬.酒漬 202種凝聚季節鮮度的美味壇野真理子作; 陳冠貴譯 平裝 1

9789869456333 享用剛出爐的格子鬆餅: 下午茶&Brunch的人氣首選本間節子作; 陳美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56340 短時間就能完成冷製蛋糕 森崎繭香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357 就是要成為100倍的可愛: mizutama的手帳插畫教學課mizutama作; 李玫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364 簡單又迷人的冰淇淋蛋糕 岡本ゆかこ作; 蔡麗蓉翻譯 平裝 1

9789869456388 用科學解讀烹調知識與做菜絕竅: 一看就懂的廚房料理百科松本仲子監修; 沙子芳譯 平裝 1

9789869456395 向法國甜點職人拜師: 奶油&裝飾應用教科書 菅又亮輔作; 李亞妮譯 平裝 1

9789869484909 抹茶事典: 宇治抹茶研究專家帶你深入了解抹茶的歷史百年風華桑原秀樹監修;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0638 跟著路線走 谷川俊太郎文; 元永定正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22 最黑暗的地方-加拿大第一位太空人的故事 克里斯.哈德菲爾德, 凱特.菲利安文; 范恩兄弟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239 這是誰的眼鏡? 雷娜.馬琪露文圖; 林幸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21 如果我有一隻恐龍 嘉比.朵內(Gabby Dawnay)文; 艾力克斯.巴羅(Alex Barrow)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345 鼴鼠太太,我回來囉! 賈尼斯(Jarvis)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512 爸爸大對決: 荒島釣魚記 木村裕一文; 宮西達也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28 奶奶的記憶 潔西卡.薛福文.圖;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35 我喜歡...... 安東尼.布朗文.圖; 麥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659 我喜歡書 安東尼.布朗文.圖; 麥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642 你的心情好嗎? 安東尼.布朗文.圖; 余治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840 流星畫過天空的夜晚 艾咪.海斯特文; 珍妮.戴斯蒙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864 野狼的肚子我的家 麥克.巴奈特(Mac Barnett)文; 雍.卡拉森(Jon Klassen)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871 大餓狼與小豬村 宮西達也文.圖;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888 冒煙的水壺 加岳井廣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925 英語教學有一套: 25本英文圖畫書輕鬆教(國小進階)張湘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932 星星不見了 漢娜.康明文.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963 小小車,小心哦!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970 小飛機,小心哦!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987 小小船,小心哦! 五味太郎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38 長壽湯仙女 白希那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52 晚安!睏睏熊 凱蒂.布雷克本(Katie Blackburn)文; 里察.史密斯(Richard Smythe)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83 抵達快樂,請叫我 Josef Lee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5924 雪域瑰寶: 探索唐卡秘境之美 智者惹色貢覺嘉措作; 劉哲安藏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睿奇森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睿其書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545 哈拉中文(西班牙文版) 梅洁如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309 心驛耕新: 一棟老屋帶來的神展開 劉炳熹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306 與時俱進: 池上鄉農會發展史 范雅鈞, 林慧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5136 開心.心開: 林冠廷書畫陶創作展 林冠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218 蟻公莫拉捱: 客華雙語童詩童畫集 彭歲玲師生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506 做人要有成本概念 砍柴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513 管理從豎起拇指開始 李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520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杜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537 個性影響一生的成敗(暢銷10周年全新增訂版) 杜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67544 該醒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這麼簡單 譚富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551 一生相伴的智慧 阿爾伯特.哈伯德著; 杜風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604 故鄉.樹子腳 劉惠蓉文; 蘇菲亞.劉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416 中觀寶鬘論 龍樹菩薩造論; 達賴喇嘛傳授; 滇津顙摩中譯 初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3321 校友牧師回娘家講道集 林茂宏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2120 春風行紀: 愛讓生命亮起來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教職同仁,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學生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長榮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慈濟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市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藝術人文三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池上鄉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書畫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縣心驛耕新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9348 尋. 103期瀛海潮 顏澤丞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79969 嘯風山莊 艾蜜莉.布朗忒(Emily Bronte)著; 賴慈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79976 設計你所愛的人生 愛瑟.波賽爾(Ayse Birsel)作; 廖子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01 今天也要謝謝你!創造管理的奇蹟: 4個步驟,凝聚組織向心力,提高生產效率,衝破業績目標!小林嘉男著; 林芸蔓譯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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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80132 科學革命的結構 孔恩(Thomas S. Kuhn)著; 程樹德, 傅大為, 王道還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0149 LaQ創意積木遊戲書. 1, 快樂動手玩 日本小學館編撰; 林姿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56 生產坐月子圖解手冊 陳祥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63 走在創意的路上: 關於靈感的圖像探索 格蘭特.史奈德(Grant Snider);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70 解讀東協: 前進東協,你不可不知道的經濟、政治、歷史背景,以及現況與未來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 孫合記(Jeffery Sng)著; 范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87 飛航解密: 美國航太專家關於飛航安全、訓練與管理的大解密王立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87 飛航解密: 美國航太專家關於飛航安全、訓練與管理的大解密王立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194 抱抱媽咪 露比.布朗(Ruby Brown)著; 緹娜.麥克諾頓(Tina Macnaughton)繪; 徐立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200 被誤診的藝術史 董悠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217 六祖壇經新繹: 圓融淡定的生命智慧 吳宏一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224 老子新繹: 清靜無為的人生哲學 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231 論語新繹: 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248 阿斯嘉末日: 雷神戰鎚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255 王牌健身教練在你家 飲食篇 RIZAP著; 哲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262 王牌健身教練在你家. 運動篇 RIZAP著; 哲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80279 童話心理學: 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河合隼雄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286 遊戲力: 陪孩子一起玩出學習的熱情與自信 Lawrence J. Cohen著; 林意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293 壞學姊 張友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09 徬徨少年時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林倩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316 屁屁偵探讀本: 紫衣夫人的暗號事件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323 微光小太陽 黃明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30 解碼臺灣史1550-1720 翁佳音, 黃驗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47 LaQ創意積木遊戲書2：開心動物園 日本小學館編撰; 林姿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54 鐵道奏鳴曲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61 老雜時代: 看見台灣老雜貨店的人情、風土與財產林欣誼文; 曾國祥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85 人生的麻煩事全都可以消失 枡野俊明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392 一邊當夥計,一邊當老闆: 老侯的日本電商創業物語與職場漫談老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08 和親美人計: 獨抱琵琶出陽關 始化干戈為玉帛 李鴻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08 和親美人計: 獨抱琵琶出陽關 始化干戈為玉帛 李鴻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15 人民的名義 周梅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22 有錢人都用透明夾: 不用記帳,一年存款就能多出五十萬日幣的超簡單理財法市野瀨克己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39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15堂理財課 闕又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46 QI教養,啟動幼兒大腦: 七大關鍵技能,培養孩子正向的生命力量Laura A. Jan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53 玻璃城堡 珍奈特.沃爾斯(Jeanette Walls)著; 呂海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460 勇闖南極冒險號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藤子.F.不二雄漫畫; 游韻馨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77 LaQ創意積木遊戲書. 3, 歡樂百變輪 日本小學館編撰; 林姿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484 當愛成了習慣: 為什麼我們愛得那麼多,卻被愛的不夠派雅.梅樂蒂, 姬雅.威爾斯.米勒, 凱斯.米勒著; 曾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07 是我讓你傷心了嗎?: 不管有沒有牙,都要咬著撐過陰雨天布魯珂.巴克(Brooke Barker)圖.文; 玉小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14 孩子如何成功: 我們要如何教養孩子,才能讓孩子一生受益?保羅.塔夫(Paul Tough)著; 王若瓊, 李穎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521 讓藝術長出商業的翅膀: 如何用大藝術思考在充滿行程、預算限制和上司要求的世界裡擠出創意空間艾美.惠特克(Amy Whitaker)作; 李建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38 絕處逢山 查爾斯.馬汀(Charles Martin); 宋瑛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45 空姐教你100%受歡迎(圖解版) 松澤萬紀著; 張智淵,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52 好嘉教: 臺灣教育新視界 王建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69 立志做小的農夫CEO: 有機小農的創新營運模式,把一畝田,行銷全世界的共好經濟學陳禮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76 文官說法: 臺灣地方制度講古 劉文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583 屁屁偵探讀本: 消失在暗夜中的巨人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南市瀛海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流



9789573280590 一顆海龜蛋的神奇旅程 鈴木守著;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606 候鳥的世界 鈴木守著;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613 我想要成為甜點師 劉偉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20 我想過北歐式生活: 美好食物、溫暖燭光、更多閒適和歡樂的Hygge生活提案席妮.喬韓森(Signe Johansen)著; 殷麗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37 能量自癒: 3個步驟啟動身體的自癒力,找出真正病源,恢復健康與心靈自由的療法艾咪.B.謝爾(Amy B. Scher)著; 朱浩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44 練習每天勇敢一點點: 365篇陪自己走出低潮 再次出發的練習凱倫.莎爾曼森(Karen Salmansohn)作; 孟令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75 50歲後,也可以過幸福日子: 保坂隆教大家花小錢,有品味地享受人生保坂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82 晚安,回家囉! 宮越曉子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705 一生設計: 與20位80歲以上的頂尖建築及設計大師討論創造、志向與人生艾琳.權(Aileen Kwun), 布蘭.史密斯(Bryn Smith)作; 方祖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12 阿德勒「愛與引導」在教育的實踐: 12個幫助孩子發展歸屬、信心、貢獻的教育現場故事陳俞芳等著; 吳毓瑩, 吳淑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12 阿德勒「愛與引導」在教育的實踐: 12個幫助孩子發展歸屬、信心、貢獻的教育現場故事陳俞芳等著; 吳毓瑩, 吳淑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29 我和我的T媽媽 黃惠偵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3280736 我家沒垃圾: 一個加州媽媽的零廢氣生活革命,重新找回更健康、富足、美好的人生貝亞.強森(Bea Johnson)著; 尚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43 從直島啟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以藝術活化地方福武總一郎, 北川富朗作;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67 美日.美字: 365+1,每一天都是美好的開始. JAN.-JUN.侯信永, 葉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74 美日.美字: 365+1,每一天都是美好的開始. JUL.-DEC.侯信永, 葉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842 解讀阿拉伯: 咖啡的故鄉.文學的國度 鄭慧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842 解讀阿拉伯: 咖啡的故鄉.文學的國度 鄭慧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3281221 孟德爾之夢: 基因的百年歷史 陳文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450 燒杯君和他的夥伴: 愉快的實驗器材圖鑑 上谷夫婦著; 唐一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118 神農車鼓陣專輯 張嘉成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514 十二生相 董峯政文; 社內里千歲團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417 圓孩子一個童年美夢: 親情、友情、師長情 王阿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859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臺南市鯤瀛詩社吳中,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會編輯平裝 1

9789868889859 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詩集.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臺南市鯤瀛詩社吳中, 臺南市國學會, 臺南市臺灣語文教育學會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450 文法高手. 3, 榜首講義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467 文法高手. 4, 榜首講義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474 文法高手. 5, 榜首講義 羅淳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086 流行鋼琴超詳細影音教學 吳欣儒作 第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307079 流行鋼琴超詳細影音教學 吳欣儒作 第二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307093 爵士鋼琴入門必修 烏野薰作 第二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485302 爵士鼓快速入門超詳細影音教學 戴文.柯林斯(Devin Collins)作 第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榜首英語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酷派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應龍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鯤瀛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66

送存冊數共計：71

南市神農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917 流浪者之歌. 二部曲: 鬥士 駱圓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5256 串連式圖解!真正用得上的生活單字 沈載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858 英文單字造字的原理: 字根x字首x字尾x聯想 清水建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6865 全圖解日語單字根本不用背 李宣沃, 鄭京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872 用美國人的方法練出好英文 李成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6889 一天寫一句練出好日文 田泰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6896 專為華人設計的韓語教材: 自學韓語看完這本就能說韓曉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897 清晨嗎哪90天.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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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2806 遇見合一: Sunny的覺醒旅程 翁湘淳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8256 嵌入式系統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58263 REAL4418嵌入式系統應用指導書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58270 介面電路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58287 Arduino32位元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58294 PIC18F4550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9105 ATMEGA328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9112 CPLD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9129 CPLD/FPGA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9136 AT89S51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9143 ATmega2560教學實驗教材 薛文彬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117 迷.藏 顏炳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7396 讓陽光自然播灑 平裝 1

9789869234900 訪談修.藍博士反思信願行 何美慧講述 平裝 1

9789869234917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講紀 平裝 1

9789869234924 哈佛達西的奇幻旅程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58 K線預見趨勢的力量 林家洋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福峰彩色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僑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與耕堂文化創意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滴夏有機事業

送存冊數共計：4

睿思勤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研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904 豪記龍虎榜. 8 平裝 1

9789869517911 豪記龍虎榜. 9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089 玩轉生技×巾幗傳奇: 六堂女性企業家的生技產業經營管理課楊雅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4882 史上最強圖解數學 數學能力開發研究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899 自己選!高血壓食療餐自由配 林育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05 史上最強!防治痛風食療大百科 柴瑞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12 自己選!糖尿病食療餐自由配 許瓊月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29 史上最強!防治糖尿病食療大百科 柴瑞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36 56件震驚世界的未解謎團 圖書天下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43 史上最完整觀賞花卉療癒大百科 劉全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50 史上最強!防治高血壓食療大百科 柴瑞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67 遇強則強,撞牆就翻牆 曾小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74 爸媽,我的心情你懂嗎? 崔亨美作; 林成勳繪; 周琡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81 食物熱量速查圖典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4998 0-3歲科學育兒法 孫晶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032 世紀怪盜: 亞森羅蘋經典集 莫里斯.盧布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049 食物營養速查事典 樂媽咪名廚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30553 3A試題篇: 地理(康版). 6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560 3A試題篇: 地理(翰版). 6 邵秋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577 3A試題篇: 歷史(康版). 6 莊子,蘇湖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584 3A試題篇: 歷史(翰版). 6 莊子,蘇湖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591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2 洪侑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607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4 春天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614 3A試題篇: 公民(翰版). 6 春天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621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2 洪侑豪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638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4 春天編著 平裝 1

9789864330645 3A試題篇: 公民(康版). 6 春天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470 劍與蓮花 奧修著; 李奕廷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212 回到九0年代: 九0年代的旅遊熱(1990-1999) 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220 狂人登龍 林行止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旗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漢華文教

送存冊數共計：1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商資源國際



9789573910244 英文烏龍 林行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51 不宜動手 林行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68 拒共崛興 林行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82 走讀台灣風土 顏艾琳文, 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299 書法漫步 陳忠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05 最美的花開 張玉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50 海邊的風 牧羊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67 敘事 哲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149 戚維義彩瓷選集 戚維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6932 存亡絕續的關鍵年代, 一九五0年 樓文淵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6949 學習與奉獻: 兩岸交流 所見所聞 夏漢容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02 2017經濟. 貿易與全球經營管理研討會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792 銘傳大學應中所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九屆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108 嘉義市北社尾保安宮 謝天富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4524 玄天210的秘密任務 蕭惠云文; 戴湞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34524 玄天210的秘密任務 蕭惠云文; 戴湞琪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737 活出聖言. 乙年 范玉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9748 美的巡禮: 情續紫荊 李霜華, 顧德莎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827 帝國之秋 肯.弗雷特(Ken Follett)著; 陳超, 趙偉佳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67834 房市泡沫來了!我該逃命,還是逢低搶進?: 大崩盤時代買屋租屋的險中求勝術Dolin66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7858 貝塞尼家的姊妹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紅毛埤女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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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市北湖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北社尾保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雅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華陶瓷



9789869467865 壞種 威廉.馬奇(William March)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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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002 愛麗絲與蘿妮 蘿拉.李普曼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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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040 舊製造所: 記憶、時間與老去的抒情三重奏 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著; 謝樹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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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064 青春無期徒刑 索妮雅.哈特奈(Hartnett, Sonya)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088 神與狗的賭注 安德列.亞歷克斯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125 老派探戈 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作; 葉淑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86 蝙蝠: 奈斯博作品集. 10 尤.奈斯博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071 死黨 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著; 王欣欣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48 獵頭遊戲: 奈斯博作品集. 6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陳榮彬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00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三輯 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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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323 複製邪惡 凱文.吉佛伊(Kevin Guilfoile)著; 羅瑛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0163 時間的女兒 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79 警察: 奈斯博作品集. 9 尤.奈斯博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55 救贖者: 奈斯博作品集. 7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62 幽靈: 奈斯博作品集. 8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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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378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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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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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316 雪人: 奈斯博作品集. 4 尤.奈斯博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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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354 復仇女神的懲罰: 奈斯博作品集. 2 尤.奈斯博(Jo Nesbo)作; 韓宜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385 知更鳥的賭注: 奈斯博作品集. 1 尤.奈斯博(Jo Nesbo)著;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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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408 大亨小傳 史考特.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著; 張思婷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415 素食者 韓江作; 千日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453 傲慢與偏見(200週年經典重譯紀念版) 珍.奧斯汀作; 張思婷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0446 管理就像一齣戲: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導演教你,完美扮演領導者,激發團隊創造力皮爾斯.易本生(Piers Ibbotson)著; 劉怡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422 蛻變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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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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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慧芬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0521 給菲莉絲的情書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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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545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墨丸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538 流浪者之歌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楊玉功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552 怪咖心理學: 史上最搞怪的心理學實驗,讓你徹底看穿人心李察.韋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洪慧芳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0569 希臘羅馬神話: 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伊迪絲.漢彌敦(Edith Hamilton); 余淑慧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576 這個字,原來有這樣的身世!: 重返漢字的演化現場,細數每個漢字的身世履歷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606 邏輯謬誤鑑識班: 訓練偵錯神經的24堂邏輯課 冀劍制 二版 其他 1

9789864890613 獵豹 : 奈斯博作品集. 05 尤.奈斯博(Jo Nesbo)著;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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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劉泗翰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682 故事寫作大師班: 好萊塢知名「劇本醫生」教你STEP BY STEP寫出絕不跟別人撞哏、兼具情感厚度與立體結構的最強故事約翰.特魯比(John Truby)著; 江先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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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729 德國一流大學教你數學家的22個思考工具 克里斯昂.赫塞(Christian Hesse)著; 何秉樺, 黃建綸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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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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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0699 悲傷是這樣誕生的 約翰.休斯(John Hughes)著; 李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835 自己的房間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 宋偉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804 當幸福來請款 約拿斯.卡爾松(Jonas Karlsson); 謝孟蓉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828 莎士比亞故事集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 蘭姆姊弟(Mary & Charles Lamb)改寫; 謝靜雯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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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35週年)珍.博克(Jane B. Burka), 萊諾拉.袁(Lenora M. Yuen)著; 洪慧芳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489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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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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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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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著; 吳妍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450 O孃 波琳.雷亞居(Pauline Reage)作; 邱瑞鑾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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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1672 野獸紳士: 讓你喜歡的女孩喜歡上你 巫家民著 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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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91818 科學大歷史 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洪慧芳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825 科學大歷史 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著; 洪慧芳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801 食療聖經 麥克.葛雷格(Michael Greger), 金.史東(Gene Stone)合著; 謝宜暉, 張家綺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95 食療聖經 麥克.葛雷格(Michael Greger), 金.史東(Gene Stone)合著; 謝宜暉, 張家綺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788 百物語 杉浦日向子著; 高詹燦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1849 自殺互助會 費德利可.阿薩特(Federico Axat)作; 馮丞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856 自殺互助會 費德利可.阿薩特(Federico Axat)作; 馮丞云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870 八卦醫學史. 2: 疾病,改變了英雄的命運,也改寫了歷史的結局甯方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1894 古典音樂的不古典講堂: 英國BBC型男主持人歡樂開講蓋瑞斯.馬隆(Gareth Malone)著; 陳婷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1900 與脆弱同行 尚-克洛德.卡里耶爾(Jean-Claude Carrière)著; 郭亮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1917 未定之圖: 觀空間 亞蘭.米龍(Alain Milon)著; 蔡淑玲, 林德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1924 這是我寫給世界的信 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著; 董恆秀翻譯.賞析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891979 如何烤一個數學Pi 鄭樂雋(Eugenia Cheng)著; 張芷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1986 (完全圖解)從海洋看世界經濟: 從海上貿易、領海攻防,到石油、天然氣、水產資源的爭奪戰,看懂世界經濟全貌山田吉彥著; 劉名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198 焦渴者 尤.奈斯博著; 林立仁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002 台北時光機: 女巫之湯 奇奇老師, 蜘蛛老師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38786 重修大埔鄉志. 觀光資源章 許祐愷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0543292 重修大埔鄉志 許祐愷總編輯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5048 中華鍬甲. 參 黃灝, 陳常卿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64165 蕭泰然鋼琴作品: 家園的回憶 蕭泰然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38 時尚設計學系102級專刊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系102級專刊編輯小組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00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論文集. 2017謝建騰, 洪于茹, 蔡禮安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3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跨系所國際設計工作營成果專刊. 2017丑宛茹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時尚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福爾摩沙生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爾摩沙合唱團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79

綠雷德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縣大埔鄉公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6952 二三年精選設定集 陳文祺主編 平裝 1

9789866096983 41%環嵌LIBRATION: 2017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大學部畢業班精選設定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4009 營養力: 個人保健、子女培育、長輩養生必修健康學分古畑公等作; 許郁文譯 平裝 1

9789863124184 職場必備超省時Excel 函數便利技效率UP 日花弘子作 平裝 1

9789863124290 細談資料結構 謝樹明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3124313 透視繪畫聖經: 插畫家、建築師必學的透視力完全解析Matthew Brehm著; 吳郁芸譯 精裝 1

9789863124320 召喚奇蹟的瞬間: 專業攝影師與你分享鏡頭背後的故事中西祐介作; 許淑華譯 平裝 1

9789863124337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6管理實務 梁銘鼎作 平裝 1

9789863124351 Raspberry Pi 好好玩不卡關!開直播‧玩NAS‧手機監測器‧遙控推土機‧自動PO文機‧防盜系統 輕鬆搞定林和孝著; 莊永裕譯 平裝 1

9789863124368 曝光聖經UNDERSTANDING EXPOSURE 布萊恩.彼得森(Bryan Peterson)作; 簡宏璋譯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3124429 邁向專業!從範例中學Lightroom相片管理編修實務浅沼奨等編輯; 林克鴻譯 其他 1

9789863124443 這樣O那樣X 一看就懂的UI設計與資訊編排技巧香西睦作; 陳亦苓譯 平裝 1

9789863124474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系統管理與架站實務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4481 最新JavaScript精緻範例字典: 對應ECMAScript新語法規則楊東昱作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3124535 街頭健身圖解聖經: 動態爆發力展現‧靜態肌耐力修鍊‧依難度等級訓練‧培養團隊向心力Emmanuel Sanna作; 高巍譯 精裝 1

9789863124566 最新網路概論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15版 平裝 1

9789863124573 從零開始!Microsoft Visual C# 2017 程式設計入門洪國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24580 Arduino超入門: 創客.自造者的原力: 使用Flag's Block積木式圖形介面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4597 積木式程式設計Lets Go: 使用 Scratch 陳婉凌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603 新觀念資料庫系統理論與設計實務 陳會安作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3124627 職場必備超省時Excel圖表便利技效率UP! AYURA作; 許淑嘉譯 其他 1

9789863124634 基礎程式設計: 看Python學邏輯,用APP Inventor寫程式蔡宜坦, 陳會安作 其他 1

9789863124658 手帳媽媽幸福筆記術: 家事╳料理╳記帳╳育兒手帳點子大公開家事手帳研究會編著; 陳家恩譯 平裝 1

9789863124672 腹肌訓練解剖聖經: 解析腹部肌群感受肌肉徵召,增進運動表現練出健美腰身Frede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作; 林晉利譯 精裝 1

9789863124702 大數據時代一定要會的自動化資料搜集術 佐々木拓郎作; 朱浚賢譯 其他 1

9789863124788 探索食材真味道:日本VERMICULAR鑄鐵鍋簡單做就好吃馬場裕之作; 謝靜玫譯 平裝 1

9789863124795 VRay 3.x for SketchUp 室內外透視圖渲染實務 陳坤松作 平裝 1

9789863124825 Fedora Linux系統管理與架站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作 第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81674 The Ming Chuan Experienc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that Delivers李銓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630 智慧的閃電: 1940年德國西線戰場寫真 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103 看見李火增: 薰風中的漫遊者.臺灣1935-1945 王佐榮編; 李火增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110 黑騎士物語外傳. 前篇 小林源文作; 許嘉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127 戰車道: NATO銀盃的考驗 黃竣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134 來去滿州: 大滿洲帝國史話寫真 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141 帝國興亡下的日本.臺灣: 1895-1945年精裝五版寫真書王佐榮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9510158 黑騎士物語外傳. 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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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4616 麗水風華: 張克齊工筆花鳥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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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齊藝文創張克齊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銘薪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25666 時光的錦繡 芳竹的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603 設計的構思與創意 蔡奇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610 數位設計與創意思維 蔡奇睿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4413 台灣小百岳: 走遍全台 100登山輕旅行 黃素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9737 記錄聲音的歷史: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 第八期林東璟, 曾冠傑, 周維朋助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6366 大額保單操作實務: 基於法院判決 李彥儒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0587 工程與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六屆張基成, 黃天麒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916 泰雷嘉傳 Emilio Pujol作; 林勝儀譯 平裝 1

9789869091930 羅文賜古典吉他演奏會樂曲分析與詮釋: 2011台北國家演奏廳羅文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611 來去吉野村: 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 張永照等口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35365 天降雷神纏上我 RENA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7000 救火型男俏司令 南川ペと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284 新海誠導演作品: 你的名字 官方美術設定集 新海誠導演; 東宝, コミックス.ウェーブ.フィルム監修; 梁恩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7444 從早到晚與從今以後 波真田かも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106 宮廷祕戀 鈴木ツタ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8397 武藝精研百餘年,轉世成精靈重拾武者修行 赤石赫々作; 噓子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8496 please, marry me!! 日塔てい作; Y.S.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564 科技4.0: 網路串聯時代的新商業模式 大前研一作;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8571 大人感心機彩妝: 平價單品打造微甜氣質美人 hiromi作; 呂沛餘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8588 一秒立懂!時尚改造家YOKO的平價穿搭圖解 Yoko作; 楊毓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8595 蠟筆柴犬 今天主人又睡過頭了 イマコ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601 簡單又快樂 拉拉熊摺紙BOOK 主婦與生活社作;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618 簡單又快樂 角落生物摺紙BOOK 主婦與生活社作;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吉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行動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商稅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山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漢藝色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鑫宏訊國際



9789864738625 浩瀚之錫 逸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8632 六界妖后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8656 與咖啡娘的午茶時光 ポルリン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687 公爵千金是62歲騎士團長的嫩妻 筧千里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717 賢者之孫. 3, 史上最強的魔法師團 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762 重裝武器. 11, 香草口味的化學式 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8786 轉生鬼神浪漫譚 藍藤遊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8809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816 東京ESP 瀬川はじめ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38861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3rei!! 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8915 笨蛋,測驗.召喚獸 まったくモ一助, 夢唄漫畫; 井上堅二原作;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8922 勇者的師傅大人 三丘洋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8939 29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事與願違!? リュート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8946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陳柏伸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8953 Burn. 加藤成亮作; 許金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8977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 jin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8984 學生會副會長矢上小百合非常努力! 稲光伸二原作; 柚木N'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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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39011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035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39042 魔王勇者「勇者啊,當我的人吧。」「我拒絕!」橙乃ままれ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39059 惡魔高校DxD. 22, 畢業典禮的吉蒙里 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066 尋找一杯適合自己的咖啡 南元壹作; 蕭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073 煙花 岩井俊二原作; 大根仁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080 追劇,讓我學會去愛: 那些偶像劇的經典語錄與戀愛攻略何沫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097 宅健身,徒手練出六塊肌: 風靡韓國點閱率破億!網紅教練居家趣味健身劉錫鐘作; 翁家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103 疾走王子 曽我部修司企劃.原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110 疾走王子 曽我部修司企劃.原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9127 記錄的地平線 喵太班長的幸福食譜 橙乃ままれ原作; 草中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134 記錄的地平線: 西風旅團 橙乃ままれ原作; こゆき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9141 阿松短篇漫畫精選集: 花美松 赤塚不二夫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158 阿松短篇漫畫精選集: 女子松 赤塚不二夫原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165 阿松短篇漫畫精選集: 插曲松 赤塚不二夫原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172 彩雲國秘抄: 願乞骸骨 雪乃紗衣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9189 彩雲國秘抄: 願乞骸骨 雪乃紗衣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3919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 Clover's regret 渡瀨草一郎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202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4, 3rd特攻強襲 背判者的選擇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219 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外傳 虛淵玄(Nitro+)原作.腳本.總監修; 江波光則, 手代木正太郎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226 魔女的槍尖 薛西斯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233 王子收藏守則. 3, 邪佞總裁霸道總裁能進後宮必人才Kill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240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9257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 十本スイ作; 王柏雯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9264 煙花 楓月誠漫畫; 岩井俊二原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271 我家柴犬有夠跩 宮路ひま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288 阿松短篇漫畫精選集: 渣男松 赤塚不二夫原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295 阿松短篇漫畫精選集: F6松 赤塚不二夫原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301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 ZUN原作; 春河もえ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9318 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鳴見なる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9325 第五堂課的戰爭 優作; JUSTIC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332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9349 車站裡的神明大人 峰月皓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356 妳在月夜裡閃耀光輝 佐野徹夜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363 七日間的幽靈,第八日的女友 五十嵐雄策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370 擊敗職場討厭鬼: 不戰而勝的柔性溝通學 山崎洋實作; 劉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9387 外商投資銀行必修超高速Excel: 提升效率、理解力、精準分析&企畫力熊野整作;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9394 FASHION GIRLS: miya的時尚穿搭插畫集 miya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400 萌可亂真!: 創作自己的羊毛氈貓咪 Hinali作; 林佩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739417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駱駝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9424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9431 閃偶大叔與幼女前輩 岩沢藍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448 賭博師從不祈禱 周藤蓮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455 86: 不存在的戰區Ep.1 安里アサト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462 廢柴以魔王之姿闖蕩異世界: 有時作弊一下的悠哉旅程藍敦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9479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師走トオル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39486 女孩不會對完美戀愛怦然心動的三個理由 土橋真二郎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493 TYPE-MOON學園: 迷你同樂會! TYPE-MOON原作; 華々つぼみ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509 LOVELIVE!School idol diary第二季. 1, 秋日學園祭♪公野櫻子原作; 柴崎しようじ漫畫;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516 青春豬頭少年不會夢到兔女郎學姊 鴉志田一原作; 七宮つぐ実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523 愛情嚮導上野先生 上野原案; 博士漫畫;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9530 佐佐木與宮野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547 型男前輩其實是個純情處男 野花さおり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554 魔王經紀人 黑夏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9561 與妳相依 敲響心扉的百合精選集 仲谷鳰等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578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暑假篇 柚木N漫畫; 佐島勤原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585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原作; 守姬武士漫畫;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9592 與你共度春夏秋冬: いつか作品集 いつか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608 年下男友的甜蜜威脅 相葉キョウコ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9615 再會了,美好時光 茜田千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622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9646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川原礫原作; 比村奇石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3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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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39660 LoveLive!Sunshine!! 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677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9714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9684 心靈偵探八雲 神永学原作; 小田すずか漫畫;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39691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 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9707 骷髏先生看著妳 桑佳あさ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9721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39738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21, 動亂的序章篇 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39745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739769 未踏召喚://鮮血印記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776 我是忍者,也是OL. 2, 辦公室忍者合戰之卷 橘もも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783 三千世界的英雄王. 1, 中二稱霸的學園都市 壱日千次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790 14歲與插畫家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39806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9813 異世界和我,你喜歡哪個? 暁雪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9820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39844 夢王國與沉睡中的100位王子殿下: The memory of PrinceGCREST原作; 狐塚冬里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851 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合鴨ひろゆき漫畫;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3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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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864739882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39899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39912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739929 魔劍姬! 武田弘光作; 吳瑞庭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739936 我的未來男友 原創小說 宋禹論, 何沫洋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943 虎鯨少女橫掃異世界 にゃお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974 天使的3P! 蒼山サグ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39998 有貓真好!三花貓相伴的育兒日記 おたべ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017 親子共讀「阿德勒」: 我要充滿勇氣又自信 齋藤孝著; 王蘊潔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8531024 脫憂鬱: 那些走出憂鬱隧道的人們教我的事 田中圭一作; 卓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031 追逐繁星的孩子 新海誠原作; あきさかあさひ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048 魔女青春推理事件簿 相澤沙呼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055 將愛拒於門外 葦舟ナツ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062 星之聲 新海誠原作; 大場惑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079 孤狼之血 柚月裕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093 京阪神,我來了: 喜歡關西,所以一定要做的30種主題旅遊行程JapanWalker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650 臺灣抗日遺址遺跡攝影集 林銘鐔, 丘秀芷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9097 憂患興邦通志成務: 易經憂患九卦衍義 劉君祖, 咸臨書院諸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2669 代官山詛咒屋st. 浜田翔子漫畫;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52652 我的炸雞男孩 小林こたろ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683 監獄學園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752690 怪醫黑傑克的誕生: 手塚治虫的創作秘辛 宮崎克原作; 吉本浩二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2706 奇妙旅店 道滿晴明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2799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752805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752812 美味再進化!進階版魔法蛋糕: 更多層次x豐富口感x甜鹹皆宜,風靡世界的魔幻點心荻田尚子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29 聆聽璀璨樂音!古典音樂入門 曾我大介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36 菜鳥與資深業務員都該上的45堂銷售課: 突破銷售碰壁期,挽回主管與客戶的心!高嶋克義, 田村直樹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43 東京排隊名店嚴選: 用奶油＆植物油做馬芬與蛋糕吉野陽美著; 李宜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67 超好懂商業入門市場行銷 安田貴志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74 2秒內擊倒!戰鬥民族的防身技巧「原始打擊」 盧克.霍洛威(Luke Holloway)編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81 愈是不安,愈要負面思考 榎本博明作;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898 不焦慮的練習: 告別不安與混亂,關鍵時刻更從容的處世哲學森下裕道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904 吃出逆齡肌!美人必修的營養學程 豐田愛魅監修;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911 勇者遭到背叛之後 市村鉄之助作; ASAT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3758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4076 九十九 琥狗ハヤテ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83 隨處可做的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松本ノダ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090 只屬於你的費洛蒙 峰島なわこ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106 傲慢的階級之戀 ひなこ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113 累: 醜陋的東西都是不被需要的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5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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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54199 八田百田 はらだ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4205 八田百田 はらだ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4212 監獄學院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754229 虐殺器官 麻生我等漫畫; 伊藤計劃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4281 渡邊直美大步走.大口吃: 台北x台南x花蓮 渡邊直美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03 日本酒全圖鑑. 西日本篇 友田晶子, 日本酒服務研究會, 酒匠研究會聯合會監修; 蕭雲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10 超漫遊京都 TAC出版編輯部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27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754434 法式盤飾甜點: 一場精湛技藝與均衡構圖的華麗共演松下裕介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41 夢想成真!喚醒你的手作魂: 從興趣到販售的必做事項100田中正志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58 學失敗: 經營管理不能犯的120個錯誤 岩松正記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65 世界一流職人的磅蛋糕: 32款步驟簡單、味道不簡單的私藏食譜皮耶.艾曼等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72 這樣下指令,再難搞的下屬也願意為你賣命!: 主管必學的高效帶人術武田和久著; 丁冠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89 我與多肉的同居生活: 親手打造超療癒多肉植物組盆裝飾松山美紗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496 圖解失智症: 預防、治療、照護與相處一本通 朝田隆監修;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02 東大畢業講師教小學生看漫畫解數學 小杉拓也作; 星野裕未繪;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19 從創業到上市: 史丹佛、哈佛大學MBA的10小時菁英必修課木嶋豐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125

送存冊數共計：129

臺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9789864754526 小宅空間規劃術: 9坪-25坪,風格、機能一次到位的小宅裝修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33 守宮夥伴超圖鑑: 零基礎簡單上手的飼養祕笈 海老沼剛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40 創新思維革命: 從8大商務面向x64種思考技巧,扭轉企業未來齋藤廣達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57 聽20位科學家說故事: 站在偉人的肩上看世界 高隨有著; 金永俊繪;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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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54571 摸魚上班族飴谷甘太朗 アビディ井上漫畫; 萩原天晴原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4588 他和他的壞心眼距離 鳴坂リン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595 親吻總在截稿後 志野夏穗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01 屍者帝國 伊藤計畫X円城塔, Project Itoh原作; 樋野友行作畫; 蔡承胤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4618 怪醫黑傑克的誕生: 手塚治虫的創作秘辛 宮崎克原作; 吉本浩二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4625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54632 密愛男性健身房 南川ぺと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49 戀愛路上不要overrun セキモリ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56 向陽的門扉 SHOOWA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63 聽20位數學家說故事: 站在偉人的肩上看世界 高隨有著; 金俊永繪;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70 TOYOTA的成本控管術: 打造最強獲利模式 堀切俊雄著;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87 職場厚黑學: 65個不可不防的職場招數 前田康二郎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694 職人級經典巧克力甜點36款 大森由紀子撰文; HENRI LE ROUX, JEAN-PAUL HÉVIN, FRÉDÉRIC CASSEL甜點製作; 黃嫣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00 手作布包從這本開始: 裁剪、縫紉一氣呵成 水野佳子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17 媽咪不壞!: 用科學方法讓育兒更輕鬆 ふじいまさこ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24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754731 41款Q軟貝果&披薩在家輕鬆做: 少許酵母粉x揉麵3分鐘x只發酵1次幸榮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48 前菜食堂 Kyoko Salbot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55 生命無奇不有!: 海、河、湖的怪奇生物圖鑑 武田正倫監修;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62 用家用烤箱做法國長棍麵包: 外皮酥脆x內層鬆彈x零失敗Murayoshi Masayuki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79 營養不流失的食材調理祕訣: 用對切法、調理法、保存法,讓營養PLUS!美味PLUS!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病院營養部監修; 元子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86 失控的人性: 日本酷刑史 日本史神祕研究會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793 避免「顧人怨」的說話術: 讓對方好感度直線攀升的七大技巧植西聰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809 創意思考: 不是花時間就有好創意!向廣告鬼才學高效思考法西島知宏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816 隔壁的肉食獸 東野谷原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823 召喚卡片少女脫衣大戰 十神真作; 涂柏惟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4830 學生奶爸情人. 波留日篇 御景椿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847 摸魚上班族貽谷甘太朗 荻原天晴原作; アビディ井上漫畫;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854 幸運的危險夥伴 葉芝真己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861 和諧harmony 伊藤計劃原作; 三巷文漫畫;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4878 雪人YUKITO 大沢在昌原作; 門田昌子漫畫;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4885 野蠻情人 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54892 Mr.Secret Floor: 啃食我的野獸光輝 朝霧夕原作; 劍解漫畫; KUMA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08 惠比壽名流砷士: 久家x益永ver. 岩本薰原作; 不破慎理漫畫;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15 聽20位哲學家說故事: 站在偉人的肩上看世界 高隨有著;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22 北海道超導覽. 2018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39 超好懂商業入門: 金融概論 朝倉智也著; 山田未來繪;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46 超完美逆齡術: 日本美容教主直傳!逆齡美人務必遵守的8大技巧八藤浩志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53 錦鯉、金魚鑑賞&飼養圖鑑: 沒有庭院、水池也OK!近距離感受象徵吉祥幸福的傳統觀賞魚之美全日本錦鯉振興會監修; 大內友哉, 奈須將人撰文; 蕭辰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60 超圖解菌種圖鑑: 感染科醫師告訴你72種致病且致命的細菌岩田健太郎著; 李璦祺, 趙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77 黃金比例麵團.麵糊教本 山崎正也著; 辻調集團 東京辻學校監修; 安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84 美味不挨餓的減醣料理222道: 糖尿病專科醫師親身實證,1年瘦25kg!主婦之友社編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991 零失敗免揉麵包44款: 不用揉更美味! 真藤舞衣子著; 劉玫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04 平野顯子的經典手工甜點: 京都名店「松之助」甜點專家的私房比例平野顯子, 三並知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11 東京地鐵遊. 2018年最新版 media port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28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755035 強運的條件: 與好運為伍,讓自己隨心所欲好好過!前田義子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42 我們其實不需要這麼努力: 讓減壓諮詢師教你如何放鬆,用30天找到理想的人生步調真織由季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59 公司要這樣經營,才能搶到好人才!: 雇用x培育x發展,打造能夠吸引好人才的良性循環佐藤雄佑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66 設計好廚房: 搞懂預算x格局x材質,打造好看也好用的理想廚房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73 北海道HO. 2017年-2018年版 ぶらんとマガジン社作; 李秦, 蕭雲菁, 鄭翠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97 幸腹塗鴉 川井マコト漫畫;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5103 笨拙的沉默戀情 高永ひなこ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5110 好色的王子 羽柴みず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127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755134 我的膠囊情人 石原理原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158 麻辣數獨. 高級篇 西尾徹也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755165 明治骨董奇譚夢老爹 やまあき道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5172 監獄學院 平本AKIRA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755189 向雀斑君宣戰! 松吉アコ作; 陳香琳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196 我和他的戀愛結果 ナナメグリ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02 存於世上某處、不存於地圖之國 鯛野ニツケ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19 都市叢林生存手冊: 武術兵器專家們教你活下去林威利, 蔣安, 蔡瑞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26 日本專賣店的話題貝果: 3種口感、55款變化,隨心所欲變換滋味!tecona bagel works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33 超漫遊金澤.能登.白川鄉 TAC出版編輯部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40 kinaco的鹽麴創意甜點: 比司吉、餅乾、馬芬 kinaco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57 頭骨按摩: 鬆鬆筋膜!腦脊髓液循環暢通,身體就會好山口勝美著; 羅小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71 讓每個紀念日都甜蜜無比的夢幻翻糖甜點55款何嘉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88 醜小鴨咖啡烘焙書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中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95 我生錯性別了!: 日本漫畫家的變性之路 小西真冬作;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01 打造自己的好口碑: 讓你到哪都深獲肯定的35個小訣竅國武大紀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18 9成的顧客需求都是問出來的!從噓寒問暖到業績第一,成為頂尖業務元必備的「提問型銷售」青木毅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8868 iLAB Telecom通訊電路設計模擬測試與硬體除錯陳雲潮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68 iLAB Telecom通訊電路設計模擬測試與硬體除錯陳雲潮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8875 從解題中學習微積分 李英豪, 曾勵新編著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838912 通關實務與法規 林清和著 9版 平裝 1

9789574838936 學習動機與策略對閱讀的影響: 有效提升技職校院英文低成就學生閱讀理解力之研究許佩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8967 離散數學 曾勵新, 李英豪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025 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 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觀察與思考楊慧娟, 楊慧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032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國際論文發表大會暨工作坊」. 第十八屆Peggy Kemp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202 當代客家文學. 2017 黃子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1286 南傳菩薩道 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The Ven. Mingun Sayadaw)原作; 烏哥烈(U Ko Lay), 烏叮靈(U Tin Lwin)緬譯; 敬法比丘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18 佛陀的十二種惡報 瑪欣德尊者譯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32 經集 郭良鋆譯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8421615 散播慈愛 帕奧禪師作; 淨法尊者(Bhante U Dhammasubho)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605 建築技術資訊. 第三輯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編 精裝 1

9789869508612 尊榮華邸 莊亦吏, 吳建旺執行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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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客家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17

送存冊數共計：118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早療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9208 謝秀琴畫集 謝來順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304 國際粉彩畫家邀請展. 2017年第五屆 陳玲銖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752 消費者行為 Leon G. Schiffman, Joseph Wisenblit原著; 顧萱萱, 郭建志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803769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初級口說測驗 張麗玉, 顧叔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783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中級寫作測驗 顧叔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03790 朗文全民英檢菁英滿分版: 中級口說測驗 Benjamin Adam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806 TCP/IP互連網路 Douglas E. Comer原著; 佘步雲編譯 六版 平裝 1

9789862803851 材料力學 R. C. HIBBELER原著; 黃仁聰, 黃慶祥翻譯 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832 亞細亞詩萃. 2017 蔡秀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430 出發!一起環遊世界去 a.tezuka手塚明美文.圖; 趙佳誼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539 探索世界驚奇之旅: 跟著柏尼和小班去探險 奧德里奇.路茲卡(Oldrich Ruzicka)作; 凱特琳娜.希卡度娃(Katerina Hikadova)等繪; 李潔嵐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546 寶貝的第一個Q&A: 認識病菌大發現 凱蒂.戴恩絲(Katie Daynes)作; 謝靜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577 我的第一本打鼓書 山姆.塔普林(Sam Taplin)文; 盧卡.賽古恩.馬吉(Luke Seguin Magee)圖; 朱恩伶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584 全世界資優生都在玩的500個偵探推理遊戲: 一天一篇,快速提升思維能力張祥斌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69420 重要外銷花卉作業手冊 莊炳煌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698 完美女孩 吉莉.麥克米倫(Gilly Macmillan)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698 完美女孩 吉莉.麥克米倫(Gilly Macmillan)著; 呂玉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704 未央歌: 臺灣商務印書館70週年紀念版 鹿橋作 臺灣五版平裝 1

9789570530995 牟宗三儒學平議 杜保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008 新幹線清潔公司の7分鐘奇蹟: 打造出全球知名的暖心服務和超優品質,一家平凡公司躍身最強團隊的改造故事遠藤功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022 辛老師的私房國文課: 從經典中學習生活智慧 辛意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039 男人心裡苦,男人不想說: 15則最深沉的男人心事,解讀他們背負各種期待下的脆弱內在海原純子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512 神岡週記. 2 楊禎禕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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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神岡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現代詩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粉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臺灣海峰書畫院



9789868135499 青年尚青 青年事工資源手冊 鄭君平等作 平裝 1

9789869559201 使台灣不再被征服: 柔性國力的發揮 張旭成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218 感恩、執著、台灣建國路: 林哲夫 方嵐亭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725 Shanti平安: 小錢祈禱運動的故事 安娜.貝福特(Anna Hanson Bedford)作; 雪莉.河漢伯格(Shelly Hehenberger)繪; 鄭明敏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431 有福的人: 詩篇第五卷的架構和神學 湯士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1448 上帝的苦弱: 一個事件的神學 約翰.卡普托(John D. Caputo)著; 芮欣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727 台灣新世代工會發展困境與突破 張烽益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459 Proceeding of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System Theory, Kansei Engineering, Logistics &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in-Tsai Lin, Jung-Chin Lia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536 成功者的智慧型手機人生整理術 小山竜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543 不花錢廣告!一塊店頭看板設計讓路人變客人 中村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567 不吃藥の一夜深睡眠法 陳欣湄作 平裝 1

9789861303581 跟著神準天王狠賺標股!: 沒賺到錢你不要說你會選股!方天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598 5分鐘深層肌肉鍛鍊術: 1天減掉500卡、腰腹臀腿全瘦到的最強減脂蘋果操楊昕諭作 其他 1

9789861303604 提升自癒力の6堂健康課: 藥學博士教你78個有醫學根據的自然治癒力知識,搞定神經、免疫、內分泌,病就會好!生田哲作; 趙誼譯 平裝 1

9789861303611 排除妄想的大數據實踐術: 8個法則,讓你把大數據由潮流化為營收高橋範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628 心安理得的天使銷售法: 從什麼都不懂到日銷3200萬日圓,銷售女王只替客戶設想的逆轉勝營銷術坂本玖実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635 保鮮盒快沙拉 李玲熙著 平裝 1

9789861303642 寬以待己你才會成功: 不找自己麻煩,任人生全速前進鶴田豊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659 100張圖讓新手也能找到隱藏版績優股: 股市避災大神投資系統全圖解張真卿等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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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387231 樂樂聽讀兒童初級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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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28623 聽 噶千仁波切講密勒日巴道歌 噶千仁波切開示; 張昆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8630 普巴金鋼儀軌: 無虛善輯 伏藏師珍寶州法王作; 普舟法師中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6912 中國敘事理論探索與實際批評 尤雅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056 明清<>思想詮釋研究: 以理氣心性論為中心 陳政揚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噶千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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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樂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勞工陣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9789571517216 中國文話文論與詩學 程兆熊著 再版二刷平裝 1

9789571517278 詩毛氏傳疏 (清)陳奐著 初版九刷平裝 全套 1

9789571517452 東坡樂府編年箋注 (宋)蘇軾著; 唐玲玲箋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469 世說新語箋疏 余嘉錫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517476 文字芳華: 第四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文集 胡衍南、黃子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517483 漢字美學: 杜忠誥文字書法論文集 杜忠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1574 探索臺語白話字的故事 蔣為文, 周定邦, 楊蕙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218 魅力銀髮族的力量: 翻轉高齡的秘訣 張婷, 李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5993 淨土文庫二十八 彌陀四十八願大義 益西彭措堪布講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12 談談熟溜病的對治 益西彭措堪布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567 金剛薩埵修法、如何學修佛法 益西彭措堪布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125 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實修引導講記. 一, 暇滿難得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328 大圓滿龍欽體前行引導文: 普賢上失言教講記. 一, 聽聞軌理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5428 FBI超強觀人術 滄海滿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411 彼得.杜拉克的成功管理 歐陽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404 傑克.威爾許創新經營 歐陽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442 黃金說話術: 搭訕 郭海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459 善待自己 弦月如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501 蔡上機大開運. 2018 蔡上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789 就是要蔬果餐!90道創意輕食料理提案 王采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07 開啟一天活力的184杯濃純香豆漿 楊曉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21 煩惱的時候就求神吧!拜對了,好運跟著來!: 給你正確的拜拜觀念,有拜有保庇!樂友文化編輯部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45 野餐の食尚提案,美味罐沙拉料理 堤人美作; 林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69 跟著維尼媽孩子斷乳之後這樣吃 維尼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068 觀老莊影響論 釋德清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402 爾雅臺答問. 附續篇 會稽.馬浮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54419 五家楚辭注合編 (宋)朱熹, (清)姚鼐等注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54426 痛史 (明)文震亨等撰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4433 泰和宜山會語合刻 馬一浮講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蔡上機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羅馬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護理管理學會



9789865754440 駢體文鈔 李兆落輯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4457 慾海慈航 (清)黃正元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464 宋本列子 (晉)張湛注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471 校注列女傳 (漢)劉向撰; 梁端校注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54488 佛家哲學通論 邁格文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54495 佛家名相通釋 熊十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54501 讀經示要 熊十力撰 三版 平裝 1

9789865754518 筆記六編華嚴原人論合解 (唐)沙門宗密論; (元)沙門圓覺解; (明)寨雲居士合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525 破破新唯識論 熊十力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532 筆記六編因明綱要 呂澂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549 筆記六編唯識抉擇談.聲明略 歐陽竟無講; 呂澂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556 筆記六編繪圖童謠大觀 佚名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563 筆記六編三論玄義 (隋)沙門吉藏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594 漢學彙編: 唐三藏取經詩話 羅振玉, 王國維跋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7130 嘶嘶,我的轉世逆襲 熙飛揚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785 哲學體操 史蒂芬.洛(Stephen Law)著; 盧相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792 變形金剛1三部曲: 首部曲: 火種源的召喚 Simon Furman, Chris Ryall作; Don Figueroa繪圖; 李璞良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808 變形金剛1三部曲: 二部曲: 狂派博派的對戰 Roberto Orci, Alex Kurtzman, John Rogers原著; Kris Oprisko漫畫改編; Alex Milne繪圖; 李璞良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49815 變形金剛1三部曲: 三部曲: 天王星的統治 Chris Mowry作; Alex Milne繪圖; 李璞良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822 變形金剛1三部曲 Simon Furman等著; 李璞良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949839 變形金剛2復仇之戰三部曲: 首部曲: 叛亂初起 Chris Mowry作; Dan Khanna, Andrew Griffith, Don Figueroa繪圖; 游舒晴, 林芳儀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846 變型金剛2復仇之戰三部曲: 二部曲: 聯手抗敵 Chris Mowry作; Alex Milne繪圖; 游舒晴, 林芳儀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853 變型金剛2復仇之戰三部曲: 三部曲: 復仇之戰 Simon Furman作; Jon Davis-Hunt, Alex Milne繪圖; 游舒晴, 林芳儀編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949860 變形金剛2復仇之戰三部曲 Chris Mowry, Simon Furman著; Dan Khanna等繪圖; 游舒晴, 林芳儀編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949877 國中3年樂學習 牧語軒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0404 人文化成尋究中西政治文化的起源: 中國政治思想史論. 一閻嘯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9190411 申論政治儒學 蔣慶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190411 申論政治儒學 蔣慶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807 音樂創作數位宅錄 陳明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39814 流行鋼琴即興創作 潘甄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39821 流行鋼琴即興創作 潘甄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39838 音樂風格數位編曲 蕭宇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487 輕鬆作超好吃の日式素料理: 50道經典和風素食食譜陳穎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494 品格的力量 薩繆爾.史密斯(Samuel Smiles)著; 李小丹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500 危急重症.難治之病: 中西醫結合之中醫治則與臨床例舉李政育, 鄭淑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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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樂次方音樂創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養正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磐石文誌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509 Archeology考古 啁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2282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6-2017 墨刻編輯部作 七版 平裝 2

9789862892442 我要的東京歐嗨唷!: 規畫旅遊成功者的第一本書 從初階到玩家,SOP步驟快速上手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466 出發!英國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510 出發!澳洲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蒙金蘭, 墨刻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2534 我要的港澳,雷猴啊!規劃旅行成功者的第一本書 從初階到玩家,SOP步驟快速上手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074 印度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林琴惠, 墨刻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27 巴黎與近郊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41 北歐: 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冰島 李曉萍,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58 捷克.匈牙利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265 典藏世界最美鐵道: 全球55條經典火車路線,旅行世界絕景克勞斯.維德巴特(Klaus Viedebantt)等作; 劉于怡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2893326 3天2夜台南這樣玩最喜歡 陳婷芳作; 曾信耀攝影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40 沖繩 地球步方. 2017-18最新版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許芳菁,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57 奧地利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64 出發!德國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蔣育荏,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71 瑞士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安慧, 尤可欣, 林琴惠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388 埃及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18 黃金配方烘焙術: 100道餅乾、蛋糕、塔派、麵包、煎餅、布丁、奶酪、糕餅粿餃點心、饅頭包子全圖解終極工法大全陳佳琪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25 慕尼黑.新天鵝堡.羅曼蒂克大道.海德堡.斯圖加特王偉安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32 柏林.法蘭克福.科隆.海德堡.萊茵河 王偉安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49 北海道 地球步方MOOK. 2018最新版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 珂辰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56 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特內哥羅 林志恆,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63 西班牙.葡萄牙 李曉萍,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70 宜蘭nice trip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87 出發!東京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林宜君,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494 京阪神攻略完全制霸. 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00 京都近郊一泊二日 呂宛霖,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17 德國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琴惠, 許芳華, 林安慧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24 倫敦 黃浩雲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31 西雅圖.波特蘭.黃石國家公園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48 東京攻略完全制霸. 2017-2018 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55 英國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青檀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201 淺談微分 陳志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218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 黃仁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4225 普通化學(精華版)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正隆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4232 普通化學 Karen C. Timberlake原著; 王正隆等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4249 普通物理學 Harris Benson原著; 蔡政男等編譯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709 國際商展管理: 問題解決導向觀點 蔡翠旭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607 門市財管與實務 徐健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62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德明財經科大圖書館

潤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刻



9789865911607 門市財管與實務 徐健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614 「2017全球化創新經營管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020 法式夢幻復古風: 婚禮布置&花藝提案 吉村みゆき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37 在11F-2的小花園玩多肉的365日 Clair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44 Living with Green.以綠意相伴的生活提案: 把綠色植物融入日常過愜意生活主婦之友社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51 Sylvia's Flower Design: Sylvia's法式自然風手綁花Sylvia Le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68 綠色穀倉的花草香氛蠟設計集 Kriste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260 字母會. D, 差異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77 字母會. A, 未來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84 字母會. F, 虛構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291 字母會. E, 事件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09 字母會. C, 獨身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16 字母會. B, 巴洛克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23 字母LETTER: 駱以軍專輯 衛城出版編輯部策畫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33430 發現人體: 生理學簡史 潘震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47 億萬年尺度的臺灣: 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 林書帆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61 獨生: 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方鳳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960 英檢必勝主題式英文單字書: 提升臺灣英語實力終極武器賴素如, 毛振平, Ian Crews責任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209 拒絕炸筋腿: 360度完美抗腫祕笈 林珮琪, 李艾瑪合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525 十字軍: 伊斯蘭觀點 卡蘿.希爾布蘭登(Carole Hillenbrand)著; 高慧玲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817 昆缽舍那 更朗忍巴羅桑蔣貝丹增仁波切傳授; 丹增卓津漢譯 平裝 1

9789869509824 奢摩他 更朗忍巴羅桑蔣貝丹增仁波切傳授; 丹增卓津漢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3835 中國正統書法之情韻: 方玉霞書法作品集 方玉霞著 平裝 1

9789868483835 中國正統書法之情韻: 方玉霞書法作品集 方玉霞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衛道齋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標竿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淘淘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科大經營管理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506 走一條利他的路 徐重仁著; 王家英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20 家用咖啡器具簡史、沖煮、保養指南 朴成圭, Samuel Lee著; 游芯歆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37 慢慢做到位的深層瑜珈:融合解剖學.體腺排列與生理學的印度瑜珈大全,引導你感受生命能量,挑戰身體極限Master Jitu, Master Inder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44 飲食是最美好的教養:給孩子的40篇美味情書 游惠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51 一個都不能少: 愛的零拒絕教育!教育孩子同理心之必要沈雅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68 小編開講: 讓網友讚到嫑嫑的68個經營社群心法編編編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75 紅茶經: 葉怡蘭的二十年尋味之旅 葉怡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705 不要做設計 藤崎圭一郎作; 設計發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215 幼兒園數學 易正明, 張淑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239 數學 余諺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349 帝國城市: 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 崔斯坦.杭特(Tristram Hunt)著; 馮奕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356 穢土天堂:穢土天堂首部曲 鍾伯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363 地下女子:穢土天堂二部曲 鍾伯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370 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 李政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759 美藝游思 吳祖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803 小小吹笛手FIFE: 專為FIFE與響笛所設計的初學教材李宗霖, 吳欣怡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986810 巴赫: 組曲(給中提琴獨奏) 林秀三改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206 實擬虛境: 普普浮世繪: 曹文瑞創作集 曹文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539 看不見的敵人 阿部夏丸文; 林小杯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3326 胖先生和高大個 賴馬, 楊麗玲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43371 我的寵物好朋友 卡塔琳娜.貝勒喬瓦(Katarina Belejová), 培卓.巴堤寇瓦(Petra Bartiková); 艾妮塔.沙巴寇瓦(Aneta Žabková)繪;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43388 我的植物好朋友 卡塔琳娜.貝勒喬瓦(Katarina Belejová), 培卓.巴堤寇瓦(Petra Bartiková); 艾妮塔.沙巴寇瓦(Aneta Žabková)繪;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73712 屁屁超人外傳: 直升機神犬. 2, 校長的「毛」病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12 屁屁超人外傳: 直升機神犬. 2, 校長的「毛」病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29 妖怪小學. 3, 相反咒語 林世仁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29 妖怪小學. 3, 相反咒語 林世仁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29 妖怪小學. 3, 相反咒語 林世仁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8340 爸爸總是有辦法 娜汀.布罕-柯司莫(Nadine Brun-Cosme)文; 奧荷莉.吉耶黑(Auréle Guillerey)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98357 你的獨特,我看見 黃春明、尉天驄、呂政達等作; 林欣靜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8364 我的成功,我決定 五月天等作; 葉丙成主編; 包大山繪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靠邊走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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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磐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冊數共計：2

寫樂文化



9789869498371 生活中的數學. 4: 恐龍專家的挑戰: 破解化石裡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法蘭西斯.克萊姆森(Frances Clemson)文; 李宥樓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98388 生活中的數學. 2: 發現大海怪: 破解深海裡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大衛.克萊姆森(David Clemson)文;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498395 生活中的數學. 1: 飼養員的任務: 破解動物園裡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大衛.克萊姆森(David Clemson)文;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04713 生活中的數學. 6: 登月大冒險: 破解太空中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大衛.克萊姆森(David Clemson)文;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04706 生活中的數學. 5: 印加古國探險記: 破解叢林裡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法蘭西斯.克萊姆森(Frances Clemson)文; 李宥樓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04720 生活中的數學. 3: 消防隊出發: 破解火場中的數學之謎溫蒂.克萊姆森(Wendy Clemson), 大衛.克萊姆森(David Clemson)文; 李宥樓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04737 精靈迷宮: 押韻童話集 林世仁作; 賴馬繪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4775 精靈迷宮: 押韻童話集 林世仁作; 賴馬繪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4744 危險!請不要按我 侯維玲作; 黃文玉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4751 小火龍便利商店 哲也作; 水腦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4768 湖邊故事 哲也作; 黃士銘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4782 小火龍與糊塗小魔女 哲也作; 水腦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4799 甲蟲男孩 M. G.里奧納(M. G. Leonard)著; 趙丕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07 小熊媽親子學英語私房工具101+ 小熊媽(張美蘭)著; Nic徐世賢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14 教得少學更多: 孩子學英文,這樣開始!讓有興趣的聽和讀,激發能活用的說語寫陳超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38 張曼娟論語學堂: 夢行者 高培耘撰寫; 江小A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45 張曼娟論語學堂: 孔鬍子先生說 黃羿瓅撰寫; 六十九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452 繪本動起來 王淑芬作; 陳怡今道具製作, 插畫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76 愛的生存遊戲: 引導孩子做對的選擇、遠離危險的安全課羅怡君, 單信瑜著; iamct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15 妖怪醫院. 6, SOS!七化山上的妖怪們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15 妖怪醫院. 6, SOS!七化山上的妖怪們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22 妖怪醫院. 5, 我的夢會被妖怪吃掉嗎?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22 妖怪醫院. 5, 我的夢會被妖怪吃掉嗎?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39 妖怪醫院. 7, 我是妖怪醫生的助手!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39 妖怪醫院. 7, 我是妖怪醫生的助手! 富安陽子文; 小松良佳圖; 游韻馨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46 不孤單,一起走!: 體制外教師曲智鑛的教育思索曲智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46 不孤單,一起走!: 體制外教師曲智鑛的教育思索曲智鑛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094 懷舊糕餅. 3: 跟著老師傅做特色古早味點心 呂鴻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00 和菓子 四時物語: 跟著日式甜點職人,領略春夏秋冬幸福滋味渡部弘樹, 傅君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17 素食也可以多滋多味: 東西素食大不同 楊雅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0940 觀看的歷史: 大衛.霍克尼帶你領略人類圖像藝術三萬年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馬丁.蓋福特(Martin Gayford)著; 韓書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964 恐龍時代: 侏羅紀晚期到白堊紀早期的古地球生物繪圖觀察筆記胡安.卡洛斯.阿隆索(Juan Carlos Alonso), 葛瑞格力.保羅(Gregory S. Pual)著; 顧曉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0995 EDENA伊甸納: 星際修復師的奇幻迷航 墨必斯(Moebius)作; 陳文瑤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039 義大利飲食聖經 奧斯卡.法利內蒂(Oscar Farinetti)等作; 林潔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053 HACHETTE葡萄酒新手教室: 看圖學品飲 皮耶.凱薩梅爾(Pierre Casamayor)著; 劉永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60 HACHETTE葡萄酒新手教室: 看圖學品種 塞巴斯丁.杜宏維爾(Sébastien Durand-Viel), 大衛.柯伯(David Cobbold)著; 劉永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77 HACHETTE葡萄酒新手教室: 看圖學選酒收藏 奧利佛.邦帕斯(Olivier Bompas), 碧翠絲.米亞隆(Beatrice Mialon)著; 韓書妍, 張一喬, 王依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84 請問料理教室,今天吃什麼?: 40年人氣不墜東京料理教室私藏食譜,從日常到宴客,超過100道日、西、中式Best料理,天天變化餐桌菜色石原洋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091 創新要幹麼?: 聽管理大師說既有技術如何切入市場改變社會,21世紀人人都要做好創新準備伊丹敬之著; 張成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0946 世界歷史300故事 林梁主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90953 世界歷史300故事 林梁主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90977 愛,不NG: 親子漫養智慧 林美慧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龍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9

橘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積木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1074 媽媽的大眼睛: 教你不再寫錯別字的好書 吳貴珠著 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845 一個醫生的救贖 朱曉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52 高官的良心: 中國足球打黑鬥士 朱曉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69 捕快的口袋書: 從現代犯罪偵查看<> 鄒濬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905 預知時至如何可能 廣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905 預知時至如何可能 廣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306 傅作新: 物境.情境.意境 蔡美玲, 傅作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625 妙妙貓遊戲國(A) 曾淑杏(Amy)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987 客戶的遊艇在哪裡?好吧!也可以稱之為「揭開華爾街真面目」小弗雷德.史維德(Fred Schwed, Jr.)作; 陳民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994 三週學會程式交易: 打造你的第一筆自動化交易李政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708 不說謊的價量: 掌握「主力」的承接、測試與出貨時機安娜.庫寧(Anna Coulling)著; 黃嘉斌譯 平裝 1

9789869568715 K線理論. 2: 蝴蝶K線台股實戰法 戴柏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011 翰墨傳情: 盧瑞旦師生聯展專輯 盧瑞旦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185011 翰墨傳情: 盧瑞旦師生聯展專輯 盧瑞旦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488 星辰的繼承者 詹姆斯.雷根著; 歸有光譯 平裝 1

9789869475495 軌道之雲 藤井太洋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02 秘密庭園的少女 深綠野分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26 如空氣般不存在的我 中田永一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33 本所深川不可思議草紙 宮部美幸著; 茂旅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63 2017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大會特刊暨論文集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063 2017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大會特刊暨論文集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盧老師書法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樸石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憶母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803 中區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十屆彭韓瑜主編 平裝 1

9789865733803 中區中文研究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十屆彭韓瑜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56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 賽萬提斯與臺灣: 對西語教學的影響與貢獻唐傳義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18 管理創意與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7 王錦裕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3995 愛的自癒手冊: 那些電影教我們的事 Ada Li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87 雲淡風清走一回: 梁兆熙三十年回顧展 梁兆熙[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752 新無敵國語辭典 汪中文等編著 修訂初版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641 公共政策與政治發展 彭堅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479 萬物的慶典: 慕乙.阿古亞那的指趣 築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228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912 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 其他 1

9789869466929 瑤池金母普渡收圓定慧解脫真經 平裝 1

9789869466974 佛說大灌頂神咒經 東晉西域三藏帛尸梨蜜多羅譯 平裝 1

9789869466998 我是榮隆: 漫談房仲三十春秋 張榮隆, 江羚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3705 中峰國師三時繫念佛事 平裝 1

9789869543712 大蒙山施食儀規 平裝 1

9789578502130 瓔珞集 陳英林闔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892 靜思茶道 釋德[]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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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靜思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興和美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築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臺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西文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900 米通信. no1, 宜蘭 米通信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9502900 米通信. no1, 宜蘭 米通信編輯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664 養和.吳肇勳書法輯 吳肇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688 乙瑛碑入門 蘇英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6695 皇甫誕碑,溫彥博碑字典 鄭聰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510 何紹基隸書集春聯. 二 吳鴻鵬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5553 總有一頓飯值得你親力而為 梁子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038 中國文學大系 學海編輯部編選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576143045 吳梅村生平及其詩史之研究 吳朝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3052 宋代藏書家考 潘美月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571 天然果醬的私房甜點 藍筱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88 手作水果酵母麵包書 陳國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595 行家教做中式經典發麵點心 劉妙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01 我的私房常備菜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18 日式手感極品和風麵包 李志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25 快樂午茶點點心 林美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386 數位科技與幼兒教育 Chip Donohue著; 蘇秀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393 助人技巧: 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 Clara E. Hill著; 林美珠, 田秀蘭合譯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13416 弗雷勒思想探源: 社會正義與教育 Carlos Alberto Torres著; 甄曉蘭, 張建成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423 PTS教學法: 微型社會中的主題式教與學 夏惠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430 比較教育200週年紀念專書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0424 三星堆蜀王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431 三星堆蜀王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455 中國當代文學家訪談錄 高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462 邊緣人生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479 邊緣人生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486 時光的光 高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493 詩云: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20509 詩云: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20516 詩云: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20523 詩云: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4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龍視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龍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擇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蕙風堂



9789865620547 老子道: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620554 孔子曰: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1 1

9789865620561 孔子曰: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2 1

9789865620578 孔子曰: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3 1

9789865620585 孔子曰: 一讀就懂的<> 吳東成著 一版 平裝 卷4 1

9789865620592 人品比能力更重要 譚小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608 師古正傳 竹間, 程興海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615 師古正傳 竹間, 程興海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622 留住文化記憶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20646 留住文化記憶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20639 留住文化記憶 竹間著 一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5620653 實幹成就夢想 肖凌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660 辣味江湖: 一個食客的尋味筆記 要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0677 怕吃苦,吃苦一輩子 王樹平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6878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2017 高文媛等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610 採購談判與議價技巧 丁振國, 黃憲仁編著 增訂三版平裝 1

9789863690627 客戶管理應用技巧 劉宗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634 店長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增訂七版平裝 1

9789863690641 連鎖企業如何取得投資公司注入資金 張向紅, 蔣浩恩, 黃憲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523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22 1st ed. 其他 1

9789869341530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23 1st ed. 其他 1

9789869341547 Advanced happy lion English book. 24 Chris Herbert等編輯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806 激安必敗700: 香港.大阪.曼谷.關島海外購物聖經蘇宰暎, 盧素妍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44 我買ETF 30歲到北歐看極光: 尋常7年級上班族的完成夢想投資法則張耿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51 減醣烘焙 林俐岑著 平裝 1

9789869507875 一句話的力量 崔璨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82 蔬食力: 植化素圖解美味百科，讓蔬果成為我們餐桌上的日常料理宮澤陽夫監修; 張佳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899 收服0-3歲寶寶的五感遊戲 安善美作 平裝 1

9789869507899 收服0-3歲寶寶的五感遊戲 安善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80615 水滸人物解碼 青燈下的古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622 西遊人物解碼 青燈下的古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646 兩岸家園: 22位西進大陸發展圓夢的成功故事 范小青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301 耕耘收藏九十載: 高陳繡緞回憶錄 邱靖雄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橋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獅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4

澳登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29 舞動村落.揪你來逗陣: 105年高雄市推動村落文化發展成果專輯曾英敏計畫主持 第一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12 島嶼漫遊: 樹德科技大學跨域x創作工作坊. 2016洪鈞元, 楊雅君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997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STREAM時間與能」作品集. 第十六屆沈岱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886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356893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479608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 精裝 第3冊 1

9789869479615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 精裝 第4冊 1

9789869479622 我們結婚吧 王元容作; 達志影像圖片; 林傳宗插圖 精裝 1

9789869479639 動物大發明 何桂芬作; 達志影像圖片; 張麗真插圖 精裝 1

9789869479646 我們結婚吧: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479653 蛋: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張涵易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479660 太陽和月亮: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479677 動物大發明: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479684 我們住的臺灣: 教師指引手冊 何佳芬, 張涵易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341 不安的智慧: 憂慮年代裡身心解放的秘密 艾倫.W.沃茨(Alan W. Watts)作; 馬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58 法界遍智全知法王: 龍欽巴傳 蔣巴.麥堪哲.史都爾(Jampa Mackenzie Stewart)著; 張秀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65 圖解佛教八識 洪朝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372 寫給媽媽的佛法書: 不煩不憂照顧好自己與孩子莎拉.娜塔莉(Sarah Napthali)著; 偶值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389 修行者的秘密花園 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著; 鄭振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396 遇見藥師佛 堪千創古仁波切(Khenchen Thrangu)著; 靳文穎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402 貓熊好療癒 周咪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419 用血清素&眼淚消解壓力 有田秀穗著; 劉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426 當勵志不再有效: 自我平靜的五步修煉 金木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433 與阿姜查共處的歲月 保羅.布里特著; 釋見諦, 牟志京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440 正念的四個練習: 佛陀親授 喜戒禪師(Venerable U Silananda)著; 賴隆彥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457 特殊兒童瑜珈: 唐氏症、腦性麻痺、泛自閉症及學習障礙嬰幼兒療癒法索妮亞.蘇瑪(Sonia Sumar)著; 祁怡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464 揭開身心的奧祕: 阿毗達摩怎麼說? 善戒禪師著; 雷淑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471 一行禪師講<> 一行禪師作; 士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488 108大拜式: 練習拜佛瑜珈幫助遠離病痛、消除業障,增加正能量,找回全新的自己!翁憶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13495 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秘訣 四明廣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3183 寒武紀大爆發: 第一隻眼的誕生 派克(Andrew Parker)著; 陳美君, 周南譯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2623190 魚翅與花椒: 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 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著; 鍾沛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3206 千年房市: 古人安心成家方案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貓頭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橡樹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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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NPO研發中心



9789862623213 寂寞的地球: 宇宙唯一有複雜生命的行星 華德, 布朗李合著; 方淑惠, 余佳玲合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3220 數學大觀念: 從數字到微積分,全面理解數學的12大觀念亞瑟.班傑明(Arthur Benjamin)著; 王君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237 聖經與古蘭經: 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塞日.拉菲特(Serge Lafitte)著; 孫千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251 帕德嫩之謎: 古希臘雅典人的世界 康奈莉(Joan Breton Connelly)著; 梁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268 必然: 掌握形塑未來30年的12科技大趨力 凱文.凱利(Kevin Kelly)著;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9455 夢的科學新解析: 睡覺很重要,作夢更要緊! 蘿柯(Andrea Rock)著; 吳妍儀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3282 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三卷, 禾本科-溝繁縷科陳志輝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3299 另一個世界: 瑞典漢學家林西莉眼中的中國1961-1962林西莉著; 李之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3305 萬物皆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探索宇宙深層設計之美法蘭克.維爾澤克(Frank Wilczek)著; 周念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3312 白夜: 兩個祖國、五個手足、三代日裔美國家庭的生命故事帕蜜拉.羅特那.坂本著; 廖德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329 教堂經濟學: 宗教史上的競爭策略 賴建誠, 蘇鵬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336 柏林1936: 納粹神話與希特勒的夏日奧運 奧利弗.希爾梅斯(Oliver Hilmes)著; 傅熙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553 新關鍵地球科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施怡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607 新關鍵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王真, 王強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2178713 快攻指考: 地理 黎勉旻, 陳敏雀, 洪佩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935 學霸筆記歷史 林大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344 德國問題與歐洲新秩序 Helmut Wagner著; 劉明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75 法學、理性與倫理 劉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82 法治國家與法律效力 劉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399 法律理念、自由與教育 劉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17 公益揭發: 揭弊保護政策與管理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24 同性婚姻: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研究兼論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憲文林重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7880 有傷害,沒傷痕 高偉雄著 增訂版初版平裝 1

9789575567934 發現路德: 16篇尋訪改教足跡之旅 劉幸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58 揮別憂鬱、進入豐富: 一個催眠師到職場傳道人的生命歷程張宜興著 平裝 1

9789575567958 揮別憂鬱、進入豐富: 一個催眠師到職場傳道人的生命歷程張宜興著 平裝 1

9789575567965 有問有答: 洋陽老師的人生問答課 洋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72 跨越兩千年的影響力: 學耶穌建立一流團隊 陳少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7996 我-彼得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122 大當家的心頭好 朱成碧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4139 大當家的心頭好 朱成碧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044 老子不難: 易解道德經 鄭堯章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1967 神奇的內核心呼吸: 不靠藥物,來場喚醒自癒力的呼吸革命陳慕純, 吳妍瑩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優尼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龍騰文化



9789863231974 裙長未及膝 許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1998 擊壤歌 朱天心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232001 大眾臉先生 喬爾.艾格羅夫(Joel Egloff)作; 周明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18 飯勺一支,一人生活 Seotoon著; 劉宛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25 滑世代的幸福教養課 王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32 糖心蜜意 板栗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49 生於臺灣,長於日語 温又柔著; 黃耀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56 獨味誌 馮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63 愛的24則運算 林婉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70 我在京都討生活: 迷子少女的打工度假繪日記 迷子少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87 Hoi!教出全世界最快樂的孩子: 台灣媽媽在荷蘭的育兒告白布爾.丁夫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094 我的哈士奇男神 安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00 現代逍遙遊: 100歲帥哥的優雅旅程 張祖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17 漢字有意思!: 跟著劉墉一家趣味玩漢字 劉墉中文.圖; 劉軒, 劉倚帆英文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32124 孤獨的冷漠: 逃避型依戀障礙的分析與修復 岡田尊司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31 更悲觀更要 李進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48 誇飾作文: 讀名句學修辭,作文從此行雲流水 陳銘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55 上帝創造性.慾 派屈克.巴儂(Patrick Banon)作; 周明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62 比戀愛困難的是催稿 板栗子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79 韓語中高級詞彙寶典: 慣用語、俗諺、漢字成語、常用字彙解析崔權鎮, 宋鏡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86 裙底下的劇場: 人為什麼要穿內褲?一部日本社會的性文明史上野千鶴子作; 郭凡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232193 青埔悠活 古蒙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909 心花心花開 薛玉梅, 簡鼎峰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4909 心花心花開 薛玉梅, 簡鼎峰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951 曼陀羅寫作A+ 鹿鹿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0951 曼陀羅寫作A+ 鹿鹿老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20968 我思.我寫.故我在-想像力x抒情力x思辨力: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作品集. 第十屆向陽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0975 高等教育十字路: 台灣國力的迫切抉擇 王彩鸝等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6032 綻放在五濁煙塵中之明光: 現代人尋求解脫之道初階香仁波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49 發現生命的曙光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49 發現生命的曙光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49 發現生命的曙光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6070 重生: 生命中都必須有一次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05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價值. 2017 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7425 經典川味河鮮 朱建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嶺東科大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尚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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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5

薄伽梵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薛老師作文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223 民主憲政與法治 連宏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230 實用主義取向之多元教學與實踐 謝智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247 銀髮族創意益智暨健身簡易輔具實務工作設計陳昭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302 阿甘正傳 溫斯頓.葛倫(Winston Francis Groom Jr.)作; 李函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336 我心中的南十字星: 岑龍和他的藝術世界 林暄涵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66925 SUMI料理筆記 蕭純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012 新疆郵政史(1893-1976) 中島八十一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301 金剛般若論會釋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1301 金剛般若論會釋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877 清醒夢: 通往內我之門 Robert Waggoner著; 陳秋萍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48779 同志文學史: 臺灣的發明 紀大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820 一日一詩心,歲歲夢唐詩 陸蓓容, 嚴曉星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837 倫理學與教育 R. S. Peters著; 簡成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868 化妝品好壞知多少 張麗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49882 這樣做創意手作,孩子超有成就感 汪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12 歷史不糊塗: 從唐太宗到黃巢,這些名人很有事!他們心裡都住了一個阿飄~李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36 資本論 卡爾.馬克思著; 中共中央編譯局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49950 利他到覺悟: 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 何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67 成聖與家庭人倫: 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呂妙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49981 如果沒有上帝,想做什麼都可以?: 20個倫理學大哉問Julian Baggini著; 李尚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49998 緬甸歲月 George Orwell著; 游懿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000 恍惚,靜止卻又浮現: 威士忌飲者的緩慢一瞬 高翊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024 台灣茶器 吳德亮著.攝影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0031 三輩子 聶華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048 大人的醫學課: 從放血、針灸,到疫苗、X光、器官移植,一條血淚交織的人體探索之路Anne Rooney著; 甘錫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055 死.生存.倫理: 從列維納斯觀點談超越與人性的超越楊婉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062 異托邦指南. 電影卷: 影的告白 廖偉棠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華郵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鍾郡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避風港文化



9789570850079 女保鑣三部曲之二: 正義之獅 Leena Lehtolainen著; 陳綉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093 站在陽光下 閔智英著; 柳順慧繪; 許慧貞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109 我的好朋友 金世實著; 玉智賢繪; 黃惠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116 找回大家的笑容 鄭素潤著; 蘇蓮庭繪; 張玟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123 打鼓男孩 閔秀賢著; 佩姬.尼勒繪; 邢小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130 超人氣新聞比賽 陳默默著; 何怡萱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147 紅樓一夢: 賈寶玉與次金釵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154 四葉飲食指南: 全株植物飲食新概念 Kerry Graff, J. Morris Hicks著; 麥錦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161 初生的白 羅任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178 機器人間 業田良家著; 王麗芳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50185 機器人間 業田良家著; 王麗芳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50192 民粹大爆炸: 公民不服從,群眾上街頭,美歐政局風雲變色的反思與警示John B. Judis著; 李隆生, 張逸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208 未盡的才情: 從<>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余英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215 台灣人文茶器 吳德亮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850222 小不點蕭司特 Etwyn Brooks White著; 文庭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239 百變千幻不思議: 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 施如芳等著; 王君琦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246 缺口 凌明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277 麥加,伊斯蘭千年聖城: 文明的崛起與變調,穆斯林最深沉的傾訴Ziauddin Sardar著; 高平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284 天鵝的喇叭 Etwyn Brooks White, Edward Frascino著; 陳次雲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291 書寫青春: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第十四屆聯經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07 被擺佈的台灣文學: 審查與抵抗系譜 河原功著; 張文薰, 林蔚儒, 鄒易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38 華語文能力測驗關鍵詞彙. 進階篇 吳彰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45 虛構集: 哲學工作筆記 楊凱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52 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許倬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69 古希臘原來是這樣!? 藤村ししん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83 夏綠蒂的網 Etwyn Brooks White著; Garth Williams繪; 黃可凡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0390 基姆 Rudyard Kipling著; 廖綉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20 民國茶範: 張愛玲、胡適、魯迅、梁實秋、巴金...與他們的喝茶聊天的小日子周重林, 李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37 日常與無常 于成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44 巡禮.思索.人生 王幼華, 沈明信, 黃奕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903 腦中風康健錦囊 陳右緯總編輯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504 Uyas Kmeki賽德克祭典舞蹈歌 曾毓芬等編稿.校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504 Uyas Kmeki賽德克祭典舞蹈歌 曾毓芬等編稿.校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504 Uyas Kmeki賽德克祭典舞蹈歌 曾毓芬等編稿.校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5893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 一位博士爸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大栗博司著; 許淑真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5978 黑色通告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王瑞徽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6036 暗紅色研究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作;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074 窗,手作與自然的物語 東京工業大學塚本由晴研究室編;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210 聽情歌,我們聽的其實是……: 從認知心理學出發,探索華語抒情歌曲的結構與情感蔡振家, 陳容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081 四個人的簽名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098 福爾摩斯辦案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04 福爾摩斯回憶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11 福爾摩斯歸來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28 福爾摩斯退場記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35 福爾摩斯檔案簿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7

聯新國際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德克文化藝術團



9789862356142 柯南.道爾的一生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59 巴斯克村獵犬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66 恐懼之谷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 王知一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356180 布魯克林倒帶青春 艾瑪.史卓伯(Emma Straub)著; 陳佳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203 從天而降的四十億債務: 一直想落跑最後卻乾杯重生的奇蹟故事湯澤剛著; 莊雅琇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227 圖解歐文字體排印學 塞瑞斯.海史密斯(Cyrus Highsmith)著; 牛子齊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241 金融煉金術的終結: 貨幣、銀行體系與全球經濟的未來馬文.金恩(Mervyn King)著; 陳儀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258 不再「無名痛」!! 五分鐘搞定你從不知道的「天氣痛」: 日本名醫教你打造適溫抗痛體質,不再天氣一變就頭痛、頭暈、肩頸痠、膝蓋痛、舊傷復發、憂鬱焦慮佐藤純著; 李漢庭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1054 長時間靜坐操作手冊 賀倫(Are Holen), 霍陀賓合(Torbjorn Hobbel)著; 謝季妃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109 極光倩影: 陳俊光、陳倩儀客家采風書、畫、陶藝展專輯陳俊光, 陳倩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697 操練敬虔: 基督教要義每日靈修 加爾文原著; 呂沛淵編譯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0107 GEPT Success全民英檢模擬試題本. 中高級, 聽力與閱讀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683 隔洋牽手六十年: 從民初跨過世紀的鵲橋情 文運著 平裝 1

9789869476690 乾貨: 詩話 歐陽昱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55906 進化論與退化論 凡夫子, 弘揚作 平裝 1

9789869555913 乾貨: 詩話 歐陽昱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880 兩岸的十字路口 李允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32897 資訊技能與實作 劉智偉, 王調榮, 林柏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934 從銀河到人間: 如何健康長壽 陳介甫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007 豐原媽慈濟宮志 郭銘勳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4239 和妻生財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原慈濟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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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藍海創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甕之鄉陶瓷教育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歸正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雙元文化



9789864654246 和妻生財 長安春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4284 食誘醫夫 人如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4291 食誘醫夫 人如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4307 食誘醫夫 人如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4345 高門遺珠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748 糕升成正妻 佟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755 畫財有道 九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762 畫財有道 九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779 東宮好食光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786 嬌妃養成 攏煙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793 嬌妃養成 攏煙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809 嬌妃養成 攏煙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816 嬌妃養成 攏煙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823 福運貴女 蘇暖暖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830 福運貴女 蘇暖暖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847 閨女有后福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854 閨女有后福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861 閨女有后福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878 閨女有后福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5885 閨女有后福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5892 閨女有后福 毛毛雨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5908 千金命不凡 唐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915 一米陽光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922 寵妻當道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5939 寵妻當道 棠挽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5946 名門不淑女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953 名門不淑女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5960 名門不淑女 青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5977 藥香吃貨妻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5984 高門是個坑 繞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5991 高門是個坑 繞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004 高門是個坑 繞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011 高門是個坑 繞雪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028 一夜公主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035 待嫁閨中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042 待嫁閨中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059 待嫁閨中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066 待嫁閨中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073 待嫁閨中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6080 待嫁閨中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6097 良藥甜妻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103 良藥甜妻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110 良藥甜妻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127 上選嬌妻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134 閨女有財路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141 叼走小嬌娘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6158 叼走小嬌娘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6165 甜妻楚楚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172 一路榮寵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189 一路榮寵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196 一路榮寵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202 藥香娘子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219 藥香娘子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226 藥香娘子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55

藏野藝術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704 刻鑿人生: 被遺忘的石雕家族 黃璟翔, 張敦智, 阮淑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715 瑜珈與動禪:VINYĀSA 的流動藝術 理查.福禮缦(Richard Freeman), 瑪麗.泰樂(Mary Taylor)著; 湯乃珍, 陳薇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406 明誠贊化: 岑溢成教授榮退論文集 何修仁, 劉德明, 孫致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8189 CSEPT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第一級試題本 陳坤田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921 性格心理學: 理論與研究 Daniel Cervone, Lawrence A. Pervin作; 葉光輝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938 個案管理與照顧管理 黃源協, 陳伶珠, 童伊迪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969 服務行銷與管理 丘宏昌, 謝依靜, 唐運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8976 政治學 Michael G. Roskin作; 黃秀端等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8983 聽力學 Frederick N. Martin, John Greer Clark作; 劉俊榮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5668990 白話統計學 Timothy C. Urdan原著; 陳信木, 翁志遠, 陳雅琪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8006 財務管理簡單學 王朝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013 長期照顧: 產業發展與趨勢 陳燕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020 策略管理: 原理與應用 林隆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037 當代金融市場: 本土化素材與全球化觀點 張銘仁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9180 大學文學遨遊 僑光科技大學國文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197 文藻: 現代散文悅讀與舒寫. 一 王季香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03 生死學 陳運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9227 戰爭、空間、六堆客家: 另一臺灣歷史地理學的展演施雅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9234 海上貨物保險基礎理論與實務: ICC,2009逐條釋義曾文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489883 六堆客家及其周邊社會與文化變遷: 族群互動論的觀點林淑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44 中國歷史上失落的文明 張克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00282 <>怎麼讀 怎麼讀<> 吳銘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299 正向老化: 樂齡族的新願景 瑪莉.格根(Mary M. Gergen),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 劉素芬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02 實用餐旅華語 邱美雅, 黃寶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00 眉批學庸 陳光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55 眉批孟子 陳光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47 技職國文 林繼柏編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267 印象-福爾摩沙: 台灣當代美術法國交流特展 徐慧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鵝湖月刊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富文化



9789869355902 「捨.得.東.西」黃進龍個展 黃進龍主編 精裝 1

9789869355964 簡單有趣的紙玩藝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88 手工皂的設計魔法 甯嘉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995 樂活輕旅後背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05 職人的皮革手作提案 Mattstudi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12 愛不釋手的拼布玩偶 陳春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29 神奇熱縮片的異想飾界 黃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36 就是要親手做卡片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9506243 悠遊時尚單肩背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50 超人氣實用手拿包 張惠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6596 思路決定出路 張新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259 霧峰向日葵家園銀髮族與幼兒園融合教育研習活動成果報告. 2017年林豐隆, 劉梅英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266 霧峰向日葵家園. 2017年度: 銀髮族健身工廠運動養生課程專題研究林豐隆, 林潔珍, 劉梅英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912 A key to Grammar. 1 曾麗風編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40241 臨床檢驗項目: 臨床意義與使用說明 林偉平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1978 台灣近代雕塑史 蕭瓊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036 奇愛與波浪之土 陸欣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074 世外遺音: 木下靜涯舊藏畫稿作品資料研究 白適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57 張大千vs.四僧書畫. 1, 看懂漸江 何恭上撰 初版 精裝 1

9789576723964 四僧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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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86309 與藝術的歷史對話 蕭勤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003 藝濤畫會作品集. 四 許彥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之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龐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濤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爆笑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向日葵家園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627 跟我去義大利: 金工巡禮. Part 2, 帕多瓦學院派 張怡珮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208 蘇西的世界: 真實的謊言 蘇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0979 還是喜歡當媽媽: 心理師媽媽的內心戲 洪美鈴作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4060986 老師該教,卻沒教的事 吳緯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0993 天河撩亂 吳繼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06 媽媽,才是一切的答案: 化解與青春期女兒的情緒化衝突柯琳.歐葛蕾迪(Colleen O'Grady)著; 李慧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13 我在精神病院當醫生 楊建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20 孤獨與不安: 「一個人也沒關係」的練習課 鴻上尚史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37 看不見的傷,更痛: 療癒原生家庭的傷痛,把自己愛回來黃之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44 男人這東西 周若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51 世界之妻 凱洛.安.達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68 遊戲自黑暗 李奕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608 彌勒會元寶卷 彌勒祖師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60 探討因果病症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202 用色彩創造歷史: 獻麒紡織染整之路 林崑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808 覺靈寺建廟百年周年紀念 楊樹煌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788 鱗之盡 米米爾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9795 靈魂通判 林熹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516907 春秋異聞. 卷七, 懸槐祭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914 狐說 林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16921 狐說 林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16945 門主很忙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516952 靈魂通判 林熹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516969 門主很忙 香草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516976 春秋異聞. 番外, 食夢鳥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蘭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靈寺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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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獻麒紡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飄然山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蘇西心靈教育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3554 清代宮廷承應開場戲劇本輯校 李躍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561 防海固圉: 明代澎湖臺灣兵防之探索 何孟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578 禦敵海上: 明代閩海兵防之探索 何孟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608 安慰劑效應 王碩, 王怡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3615 金門名士呂世宜藝文研究 呂成發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5633615 金門名士呂世宜藝文研究 呂成發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105 陳氏族譜(家族錄)鑾井陳鐵龍高祖派下族譜 [鐵龍高曾先祖派下族譜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305 手風琴中外名曲精選: 獨奏、 重奏、合奏 李志華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543 這是一本身分法解題書 輕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35581 張璐的物權法有聲解題書 張璐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2371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基礎篇 仲依, 天澤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564 美國黑幫 李孟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71 現代妖怪檔案: 見鬼實錄 雪原雪, 夏懸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88 一分鐘破案心理學 王亞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595 公司絕不會告訴你的祕密 黃新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601 人在職場飄,哪能不挨刀: 讓你趨吉避凶的職場生存法則余承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618 總經理手冊 讀品企研所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625 職場潛規則: 這些公司不會告訴你的事! 吳崇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2019 來一次尋找的旅行: 世界華文作家看邯鄲(簡體字版)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170 鬼打棒 蕭逸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00 一個人的捉迷藏 滅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17 落日是紅顏: 和權詩集 和權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24 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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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52248 阿帕拉契的火: 金車奇幻小說獎傑作選 瑞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62 情路 陳綺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79 豹子山: 曾紀鑫長篇小說 曾紀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86 有敵人 汪建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09 禁獵童話. III: 七法器守護者 海德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16 環島一打四: 四寶媽+2468的35天露營日記 四寶媽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1190 管理其實很簡單: 100個最經典的管理小故事 李語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206 小孩不壞: 教你如何處罰小孩的一本書 王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靈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巍聲國際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鐵龍高祖派下族譜編委會



9789865721213 一次讀懂文學: 15部中外文學大師經典 王學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220 創意行銷就是這樣簡單: 100個行銷小故事 宋犀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237 通往真理的一條道路-逆境 蔡寧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1244 當了爸爸後才學習怎麼當爸爸: 20位著名兒童教育家的私房筆記樂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46 阿肥普普 肥阿姨爬山趣 小林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305 讚美之泉典藏精選詩歌本. 三 游智婷總編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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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鑫富樂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