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833 陶藝筆記. II 梁家豪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280 孩子的第一本繪本認知書: 凱文的車子書理斯貝特.史列格斯(Liesbet Slegers)編著; 蘇家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148 產後調理好樂活: 100道低卡月子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792 名著大家讀: 動物趣味故事15篇 西本雞介監製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5819 最棒的聖誕派對 Anita Bijsterbosch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6462 K線圖之父的股市投資課: 幫你搶得先機、賺大錢史蒂夫.尼森(Steve Ni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79 誰是你的聖誕禮物 An Swerts文; Eline Van Lindenhuizen圖; 蘇懿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6486 畫說漢字: 1000個漢字的故事 (東漢)許慎原著; 吳蘇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493 感冒的魚 朴正燮作; 悅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708 初雪 朴寶美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4739 一人獨享!72道暖心燜燒罐料理: 孕媽媽、小資女美容養身,一罐搞定!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9101 期待小生命的到來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編著; 蘇家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1233 小綠綠送幸福到你家 泰旖絲.范德海頓(Thïs Vanderheyden)編著; 蘇家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1288 陽臺種菜種花種香草 楊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700 回鄉的事: 李姐的有機農場 李旭清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1611 Finding freedom-between the lines 楊鼎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707 10天搞定未來10年,ETF發財術輕鬆學歐斯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714 打造人氣名店: 餐飲數位行銷必勝術關登元, 程開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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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亼富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象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廻鄉有機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菓森林創作藝術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8-04-09)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70101~1070331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38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双美生活文創



9789869016759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5U中文使用手冊双象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編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903 Camellia editor in chief Kevin Ko-wen Chen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703 飛越東方: 廖迎晰. 2006-2017 廖迎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1415 探路 王定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1965 那麼熱,那麼冷 王定國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71972 誰在暗中眨眼睛 王定國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71989 敵人的櫻花 王定國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71996 戴美樂小姐的婚禮 王定國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72009 昨日雨水 王定國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72016 王定國小說典藏 王定國作 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872207 潮本 陳淑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14 金陵福: 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 張國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38 鏡獄島事件 時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52 跨界通訊 陳又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69 慾望道場 朱國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20 往事與《今天》 芒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41 那些年我們一起彈唱烏克麗麗Book 1趙偉竣, 邵建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993 美股股息成長投資術 追日Gucci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000 量價操盤術讓我賺5千萬 楊雲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017 誰偷走我的錢? 提姆.普萊斯(Tim Price)著; 蕭美惠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024 我把套牢股變搖錢樹. 2: 老農夫的存股複利公式老農夫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89031 人人都能學會技術線型全圖解 <>真.投資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048 時間管理: 先吃掉那隻青蛙 博恩.崔西(Brian Tracy)著; 陳麗芳, 林佩怡, 游原厚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JC音樂森林-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Dachi Tea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H.A.A.D華承國際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146 把心還給我: 最全面的女性身心靈抗憂鬱指南凱莉.布羅根(Kelly Brogan), 克麗絲汀.羅伯格(Kristin Loberg)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60 與神對話完結篇: 全面進化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著; Jimmy Chen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191 核災啟示 約翰.埃普利斯(John W. Apsley)著; 邱俊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30 耶穌: 我的自傳 蒂娜.司帕爾汀(Tina Louise Spalding)著; 魏佳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8647 靈魂的真相：靈魂到底是甚麼?克里昂為我們揭開它神秘的面紗莫妮卡.穆嵐霓(Monika Muranyi)著; 溫璧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54 老子不為 呂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85 金星三部曲. III, 金星天使啟示錄 歐米娜.歐涅克(Omnec Onec)著; 張國儀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049 交通刑法理論與實務 方文宗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4056 軍人犯罪學之實證研究: 卡其領貪污及職權式性犯罪之白領特徵劉育偉, 許華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4063 不動產(利用)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4063 不動產(利用)法典 林育智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2727 30歲的禮物: 謝謝癌症, 讓我更勇敢 吳娮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14 給他貓下去. 3, 我貓故我在 蔡有利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21 只有貓知道 蔡有利著;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38 10倍筆記力: 分心時代,用「3步驟」快速抓住注意力、化創意為1000%業績達成率佐藤ねじ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746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7冊 1

9789865904746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7冊 1

9789865904760 道統史記: 西天二十八代祖 林榮澤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1065 福岡.太宰府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甘為治翻譯修訂第三版平裝 1

9789864611232 關島 JTB Publishing, Inc.作;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32 關島 JTB Publishing, Inc.作;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49 檀香山 JTB Publishing, Inc.作; 陳振皓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49 檀香山 JTB Publishing, Inc.作; 陳振皓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56 凱恩斯.大堡礁 JTB Publishing, Inc.作; 蕭睦頤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56 凱恩斯.大堡礁 JTB Publishing, Inc.作; 蕭睦頤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一起來

送存冊數共計：6

一中心



9789864611263 享受吧!京都甜點小旅行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曾柏穎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70 日本電車大集合1922款 坂正博文; 廣田尚敬, 廣田泉攝影; 張雲清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70 日本電車大集合1922款 坂正博文; 廣田尚敬, 廣田泉攝影; 張雲清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283 動物王國 蔡叔玲文字編輯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1633 用紙箱做立體機關玩具 日本轉動創意研究所監修; 林禕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88 人氣女主管帶心管理術: 新手主管必修41個習題,培養後天領導力,打造超強團隊,跟任何部下都合得來!小川由佳著; 江卉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95 人生很長,最重要的是自己!: 41個逆轉人生的思考法!別再為難自己,活在當下,現在就是最幸福的moment石原加受子著; 陸蕙貽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701 綠茶: 英美短篇小說精選 約瑟夫.雪利登.拉芬努等著; 王若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18 生命解碼: 從量子物理、數學演算,探索人類意識創造宇宙的生命真相林文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25 跟著達人動手做創意機關玩具 日本學研編輯部著; 黎秉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32 別耍廢,你的人生還有救! 蓋瑞.約翰.畢夏普(Gary John Bishop)著; 愛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749 人生並不複雜,複雜的是你: 信任自己,啟動「自我、人際、工作」革命的12道阿德勒練習題小倉廣著; 黃雅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104 <>研究 釋堅如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6548 両親必読: 英日語資優生のBEST培養法陳源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6555 辨識法9H記日語50音.活用 陳源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66562 Make It Happen台大一年生許紋綺のEnglish 日本語 Español 3語挑戦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26336 白話解說孝經講義 陳慧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534 THE CODE OF LOVE愛之手札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02541 千年歷史 近代稅賦: 別讓財富因CRS擦肩而過朱秋汝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人文佛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民之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人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方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5282 無形的資產: 二0一七年二月十二日於台灣台南青年學佛營陳明安講;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5299 天涯咫尺(中英對照) 釋覺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132 陳映真全集 陳映真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328 簡明實用紅樓夢音韻學字典 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004 打造鼓的故鄉: 車路墘製糖所 張靜芬, Axe Arts Manager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004 打造鼓的故鄉: 車路墘製糖所 張靜芬, Axe Arts Manager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855 人間喜劇 胡晴舫著 平裝 1

9789869556118 我這一代人 胡晴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6149 中國文明の歷史: 非漢中心史觀的建構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譯 平裝 1

9789869556156 旅人 胡晴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56163 她 胡晴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6170 亂世童話: 澳門人給這一輪紛亂世代的備忘錄李峻一, 寂然, 鄧曉炯文; 林揚權, 袁志偉, 霍凱盛圖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6187 時間的河 小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194 最寒冷的冬天: 韓戰真相解密(休戰65周年版)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著; 王祖寧, 劉寅龍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0501 瘋人院臥底十日記: 傳奇女記者的精神病院紀實報導奈莉.布萊(Nellie Bly)著; 黃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518 我的應許地: 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作; 葉品岑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525 偶然的科學: 好運、隨機及機率背後的秘密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作; 麥克.布魯克斯(Michael Brooks)編; 周群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532 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土肥恆之著; 林琪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0549 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羽田正著; 林詠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0563 閣樓裡的哲學家 埃米爾.梭維斯特Émile Souvestre作; 楊芩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587 總體戰: 希特勒崛起的導師與德國開戰的指南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著; 魏止戈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九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十鼓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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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1502 織 張郅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519 網球少年 董少尹著; 蘇力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526 溥心畬傳 王家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1533 九歌少兒書房. 第六十四集 李明珊等著; 劉彤渲等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1540 旅行 張啟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557 平原 畢飛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564 飄浮書房 鍾怡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01588 世界是野獸的 楊莉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595 爸爸的超級任務 鄭丞鈞著; 劉淑儀圖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501601 愛像紙屑一樣多: 李叔真精選集 李叔真著; 蘇力卡圖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501618 玉石尚: 范我存收藏與設計 范我存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625 前夏之象 周丹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632 天啊!我們撿到一把槍 陳榕笙著; 那培玄圖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501649 寫意年代: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 2 向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663 樂以忘憂: 薛仁明讀論語 薛仁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670 九歌40: 關於飛翔、安定和溫情 李瑞騰, 陳素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687 華文小說百年選. 臺灣卷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01694 華文小說百年選. 臺灣卷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01724 花甲大人轉男孩生產紀實 花甲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731 妖怪鳴歌錄Formosa: 唱遊曲 何敬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755 九歌散文選. 106年 王盛弘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762 有時跳舞 何曼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779 九歌小說選. 106年 伊格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786 九歌一○六年童話選: 今天來泡童話湯!亞平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01793 九歌一0六年童話選之海洋攪一攪湯亞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09 九歌一0六年童話選之星際忽嚕嚕湯亞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387 營管、施工(含工材): 題型整理+解題剖析九華土木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8908 測量學. 100-105: 題型整理+解題剖析九樺土木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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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建築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393 好棒的幼兒園 安琪.羅森拉(Angie Rozelaar)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09 好棒的動物寶寶 阿格.亞可夫斯卡(Ag Jatkowska)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16 睡美人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23 糖果屋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8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上人文化



9789862123430 好棒的人體 蘿貝卡.瓊斯(Rebecca Jones)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47 好棒的野生動物 珍妮.蕾恩(Jenny Wren)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54 母牛,母牛,好好吃東西! 喬.羅吉(Jo Lodge)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61 老虎,老虎,洗乾淨喔! 喬.羅吉(Jo Lodge)著;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3144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紹譯; 鄭振煌英譯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353 我想欲踮海內面醒過來: 子與母最初的詩澎科萌, 蔡宛璇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283 淡江大學二十世紀校友會史料輯要 陳敏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161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船的故事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644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非洲動物王國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712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撼動的大地-地震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74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不畏嚴寒的北極圈動物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798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荒野大嚎客-狼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811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方便的代步工具-汽車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835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雨後慢步的蝸牛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866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千變萬化的玻璃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873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住在池塘裡的生物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910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熱帶雨林生態之旅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1934 小牛頓自然科學小百科: 海洋中的生物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編輯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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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59028 新譯聊齋誌異選 任篤行, 劉淦注譯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立文創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牛頓科學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小書房



9789571462790 現代詩的欣賞 周伯乃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3353 好吃的服裝店 野志明加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360 樂器大集合 三民書局編輯部文; 瑪莉詠.畢耶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1463391 我的莫札特樂曲 三民書局編輯部文; 瑪莉詠.畢耶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407 胡桃鉗 三民書局編輯部文; 瑪莉詠.畢耶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414 魔笛 三民書局編輯部文; 瑪莉詠.畢耶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445 救救熟齡肌!: 跟著皮膚科醫生做好皮膚保健從此不癢不臭不怕露趙昭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452 新譯帛書老子 趙鋒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469 Cloze test: 克漏字與文意選填 劉美皇編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476 委任 王怡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483 晚清民初魔幻守護者 陳昀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506 以色列史: 改變西亞局勢的國家 陳立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513 明清職業扮裝秀 城菁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520 窺探天機: 你所不知道的數學家 洪萬生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544 追本數源: 你不知道的數學祕密 蘇惠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551 新譯庾信詩文選 歸青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568 新譯周禮讀本 賀友齡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575 Cloze Test & Discourse Structure-大考三題型: 克漏字&文意選填&篇章結構簡薰育編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582 飲膳佳會: 餐桌上的文化史 周惠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599 新譯法句經 劉學軍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05 世紀中國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李福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12 指考篇章.閱測秘技 王靖賢, 蘇文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29 情繫西班牙 楊翠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36 畫外之意: 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邢義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43 大話隋唐 林楓玨著; 莊河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650 千古圓錐曲線探源 林鳳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667 很久很久以前......大家來過河 維若妮卡.馬賽諾文字; 克萊孟絲.波萊特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698 李維.史特勞斯: 牛仔褲先生 王明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711 新譯史記. 一, 本紀 韓兆琦注釋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728 新譯史記. 二, 表 韓兆琦注釋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735 新譯史記. 三, 書 韓兆琦注釋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742 新譯史記. 四-五, 世家 韓兆琦注釋 增訂二版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3759 新譯史記. 四-五, 世家 韓兆琦注釋 增訂二版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3766 新譯史記. 六-八, 列傳 韓兆琦注譯 增訂二版平裝 第1冊 1

9789571463773 新譯史記. 六-八, 列傳 韓兆琦注譯 增訂二版平裝 第2冊 1

9789571463780 新譯史記. 六-八, 列傳 韓兆琦注譯 增訂二版平裝 第3冊 1

9789571463803 不會很複雜 薩謬爾.利伯洪文圖; 王卉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834 教育心理學 溫世頌著 修訂四版平裝 1

9789571463841 那一天我變成一隻鳥 尹格麗.賈培特(Ingrid Chabbert)文; 谷瑞迪(Raúl Nieto Guridi)圖; 李家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52586 豆棚閒話照世盃(合刊) 艾衲居士, 酌元亭主人編撰; 陳大康校注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1

大好文化企業



9789869383523 你不可不知的兩岸醫養大未來: 掌握高齡化浪潮九大優勢胡芳芳, 張成華採訪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3530 LQ: 小籠包科管博士教你人生逆轉勝許家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3547 澎湖女兒的珍珠人生: 被人需要,為人服務的福氣哲理呂華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005 兒童牙齒保健 邱溥容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111 Talk to Bodhisattva與菩薩的對話 林雯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619 開運!你可以這樣玩水晶靈擺 曹惠瑜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13 多風地帶 許玄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489 杜威教育理念剖析 林麗容著 平裝 1

9789869085496 法國教育史之研究 林麗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7339 漫畫大英百科. 文明文化. 3: 世界遺產Bombom Story文; Teamkids圖; 熊懿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360 漫畫大英百科. 藝術. 2: 藝術 BomBom Story文; 金大志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7636 漫畫大英百科. 文明文化. 1: 神話與傳說BomBom Stoty文; 韓賢東圖; 熊懿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404 漫畫大英百科. 歷史. 2: 歷史人物 BomBom Stoty文; 李正泰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527 漫畫大英百科. 歷史. 3: 歷史事件 BomBom Story文; 南基普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534 漫畫大英百科. 藝術. 1: 音樂 BomBom Stoty文; 韓率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664 漫畫大英百科. 文明文化. 2: 人類文化BomBom Stoty文; Hansol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688 漫畫大英百科. 文明文化. 4:世界傳統文化Bombom Story文; Teamkids圖; 楊明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787 漫畫大英百科. 歷史. 1: 古文明 Bombom Story文; 安光炫圖; 楊明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142 我的無印風文具生活: 無印風女孩x解憂文具x手帳紀錄x簡單生活沛芸作 平裝 1

9789863429180 跟著水晶老師365天學韓文 魯水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朵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女巫神祕能量商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吉生物科技



9789863429203 我們如何丈量世界?: 從生活的單位看見科學的趣味格瑞姆.唐諾(Graeme Donald)著; 薛浩然譯平裝 1

9789863429210 成為臉書: 馬克.祖克伯如何思考創新與布局,讓全世界離不開臉書麥可.霍伊弗林格(Mike Hoefflinger)著; 黃逸華, 劉體中, 林麗雪譯平裝 1

9789863429234 怒怒爆炸了: 迪士尼腦筋急轉彎情緒教育繪本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賈可笛譯精裝 1

9789863429241 雪寶好兄弟: 迪士尼冰雪奇緣情緒教育繪本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郭庭瑄譯精裝 1

9789863429258 多莉愛抱抱: 迪士尼海底總動員情緒教育繪本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郭庭瑄譯精裝 1

9789863429272 不被情緒勒索的51個方法 和田秀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289 鳥類世界歷險記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劉徽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9302 世界這樣殘酷,我們仍然溫柔以對: 寫給每一個曾是女孩的妳林靜如作 平裝 1

9789863429319 我想,幸福了 Hamster作 平裝 1

9789863429326 活了十五次的奧古斯都 克萊兒.諾斯(Claire North)著; 周沛郁譯 平裝 1

9789863429333 凌物語：後來,我們都學會假裝不再在乎Middle著 平裝 1

9789863429340 精準提問的力量: 問對問題,就解決一半的問題!風靡美國政商學界的11種深度提問思考,教你挖掘真相,扭轉逆勢,創造全新格局法蘭克.賽斯諾(Frank Sesno)著; 林力敏譯平裝 1

9789863429364 【超強實例】快狠準!子彈筆記術 Marie著 平裝 1

9789863429388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3429395 和誰都能交朋友的27個祕訣 崔孝臨文; 朴庚恩圖; 徐月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401 大阪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418 科學發明王. 17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636 讓你受歡迎到嫑嫑的人際關係學! 賴志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643 說服的力量 顏立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805 大清後宮的神祕日常: 戲說歷史不如正說歷史,清史專家從皇帝私生活紀錄、名臣、后妃、宦官目睹口述,解密歷史的最核心處李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12 筆跡心理學: 你最近在想什麼,筆跡知道.求才、問事、求愛前,先請對方寫字,不須見面就能洞悉這個人鄭日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36 聽起來都對,但成本高昂的一句話: 管理者做決定時,最常掉入的三大陷阱,該怎麼避免?部屬用似是而非的話想說服你,你如何洞悉?傑克.夸爾斯(Jack Quarles)作; 易敬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43 雪球股年報. 2018: 50萬讀者引領期待!雪球股達人溫國信最新倉儲股名單,錯過你會懊惱一整年溫國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50 俄羅斯，連冰箱最都可以戰鬥 維米爾.卡米納(Wladimir Kaminer)著; 王芷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67 90%的節約都會造成反效果: 你以為省錢,其實掉進了划算的陷阱.拯救上萬個家庭的專家說,你該做的是改變花錢順序.橫山光昭作;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74 別讓下意識騙了你 妹尾武治著; 劉錦秀譯 平裝 1

9789869559881 一個日本料理吃貨的自我修養: 大和民族的旬之味,別說你吃過就懂,萬種壽司、千種燒烤、蕎麥麵、壽喜燒、和牛、清酒......舌尖上的日本味道,哪些我們還不知道?碗丸, 中午十三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898 散戶的獲利準則 卡爾.理查茲(Carl Richards)著; 林奕伶著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023 教科書找不到的網紅行銷最佳實務: 把流量變營收的獲利秘訣,不用花大錢，只要找到1,000位鐵粉就能辦到劉國華, 張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030 滿手現金的店長財務管理實務 平林亮子著; 林信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047 流行文化操作學 金倫志作;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054 成功人士這樣整理辦公桌: 恰到好處的亂,工作當場完成一半壺阪龍哉作; 劉錦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061 賺錢公司的採購學: 產品要想賣得好,先得買得好。肖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078 20世紀極簡歐洲史: 這一百年為何如此重要?因為歷史在這裡加速,勾勒出現代的民主、信仰、醫療、流行與性自主派屈克.奧雷尼克(Patrik Ouredník)著; 廖恒偉譯平裝 1

9789579164085 零基礎學艾灸: 西醫親身實證有效而採用,78種常見文明病灸法全圖解,輕鬆找對穴位,自己動手養身去病。孟獻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092 其實馬雲只會講故事: 關於管理、經營、創業與人生每一步,解答都在他說的故事裡。何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大拓文化



9789579164108 成大事者的人懂取捨: 為什麼有人永遠有聰明作法?怎麼做,才可以讓我的人生不再無從選擇?和田秀樹作;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09842 體適能活動設計-活力系列. 元氣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859 體適能活動設計-活力系列. 童樂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09866 體適能活動設計-活力系列. 動感篇 黃慧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719 烏托邦的藝想家: 柯鴻圖繪畫作品集. 二柯鴻圖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522 好野人 蘇善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546 和你在一起 詹迪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553 小紅飛機的休假日 蔡美保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560 敲敲木的胡桃鉗國王 王文華文; 九子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806 爽文你好嗎 張凱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704 三重同仁宮建宮160週年慶典紀念特刊葉德根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141 小時尚四季衣櫥設計練習本(女生版) 平裝 2

9789869552165 小時尚四季衣櫥色彩練習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900 台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首部曲, 進畫論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900 台灣現當代藝術風神榜. 首部曲, 進畫論王福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孩設計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苑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也品文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重同仁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紅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892 記憶感應師 高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309 醫院也瘋狂. 8 林子堯, 梁德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525 原創品味!可放手機的皮革長夾 Studio Tac Creative編著; 涂紋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32 低醣甜點 不發胖更健康 石澤清美作;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49 脊椎伸展 還你清晰腦袋 古久澤靖夫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56 人體全解剖圖鑑 水嶋章陽作; 有賀誠司, 岩川愛一郎監修; 李明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63 幸福保存食家傳筆記: 一輩子受用無窮、百嚐不厭的常備菜。黑田民子作; 莊鎧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70 無國界創意小吃學堂 林勃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87 彩色版徹底圖解心理學 青木紀久代, 神宮英夫編著; 元子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594 STOP!停止讓自己衰老的壞習慣 滿尾正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707 時尚爪珠皮革 水谷研吾監修;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714 歡樂馬克杯蛋糕 本間節子作;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738 生活風免縫皮革雜貨 STUDIO TAC CREATIVE編著; 林麗秀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0161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 伐依絲.牟固那那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253 臺灣文化志. 上卷 伊能嘉矩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260 臺灣文化志. 中卷 伊能嘉矩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277 臺灣文化志. 下卷 伊能嘉矩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284 臺灣文化志 伊能嘉矩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34291 世界冠軍紙飛機: 打破世界紀錄的紙飛機設計、飛行原理及調校技巧約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著; 宋宜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502 人生就是一場生存遊戲: 從死亡邊緣到聖母峰頂的生命煉成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著; 林幼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519 四重奏: 坂元裕二腳本書 坂元裕二著; 王思穎, 張佩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526 好品味,壞品味?: 一場拆解音樂品味的聆賞實驗卡爾.威爾森(Carl Wilson)作;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79037 製造耶穌: 史上NO.1暢銷書的傳抄、更動與錯用巴特.葉爾曼(Bart D. Ehrman)作; 黃恩鄰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920 少林拳 武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937 張英棟談銀屑病根治 張英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山海文化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家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悅文化圖書



9789863461944 南拳 武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951 孫祿堂形意拳學 孫祿堂著; 孫婉容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968 岳氏八翻手實用技法 張希貴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1975 科學化的國術: 六路短拳 吳志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1982 山西洪洞通背拳 李果鎖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3567 阿里八八和四個大盜 陳靖雱文; 楊婷雅圖 其他 1

9789869183574 阿里山的奇幻冒險 許瀞文文; 許瑞明圖 精裝 1

9789869183581 超級阿嬤愛唱歌 王淑儀作; 簡叡箴繪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252 歡迎來到小朋友的數學實驗室: 9大原理37個實驗,一生受用的數學原理蕾貝卡.瑞波波特(Rebecca Rapoport), J.A.優德(J. A. Yoder)著; 魏嘉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290 萊可校長的女學生. 2適合犯錯的好日子伊莉絲.普莉瑪(Elise Primavera)作;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04 我的房間保衛戰 羅勃.金默.史密斯(Robert Kimmel Smith)作; 趙永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11 故事藥方: 不想洗澡、愛滑手機、失戀了怎麼辦?給孩子與青少年的閱讀指南蘇珊.艾爾德金(Susan Elderkin), 艾拉.柏素德(Ella Berthoud)作; 趙永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28 小騎士特倫克與壞牙蟲 基爾絲汀.波伊(Kirsten Boie)著; 芭芭拉.索爾玆(Barbara Scholz)繪;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35 小騎士特倫克與巴比倫塔 基爾絲汀.波伊(Kirsten Boie)著; 芭芭拉.索爾玆(Barbara Scholz)繪;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001 葛式風格 雲山展. 2017 葛憲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710134 素食這樣吃最健康: 營養師特調素食+健康烹調法=食在好安心(簡體字版)陳彥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4102 產經趨勢總覽. 2018 郭英倩, 余娉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7837 無敵大車拼: 巨蟒vs巨鱷 陳紹霖, 惠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868 吃對食物養好腎(簡體字版) 柴瑞震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882 30歲前一定要懂的83個SUPER心理操縱術(簡體字版)沈堡云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商財經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上捷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茶壺兒童劇團



9789863017943 妖怪洗髮精 土屋富士夫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7950 超級防癌食物排行榜(簡體字版)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017967 飲食宜忌大百科(簡體字版) 鄭金寶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7974 這個三國不一樣套書. 第2輯 羅貫中原著; 宋道樹, 梁善模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8001 鐵甲武士: 獨角仙vs鍬形蟲 陳紹霖, 靜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018 一起成為海賊王(簡體字版) 陳默默原作; 樊千睿漫畫 平裝 1

9789863018025 地球精靈到訪(簡體字版) 鐵皮人美術編; 陳熙, 呂勇建繪 平裝 1

9789863018032 恐龍生存戰(簡體字版) 鐵皮人美術編; 張曉, 劉丹繪 平裝 1

9789863018049 媽媽是顆蛋(簡體字版) 甘薇作; 張曉繪 平裝 1

9789863018056 一起來玩吧!(簡體字版) 甘薇作; 張曉繪 平裝 1

9789863018063 哈囉!蜈蚣先生(簡體字版) 甘薇作; 張曉繪 平裝 1

9789863018070 X萬獸探險隊. 第1輯 陳紹霖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8087 在憤怒的世界裡淡定地活著(簡體字版)林大有著 平裝 1

9789863018094 不抱怨是一種幸福(簡體字版) 徐竹著 平裝 1

9789863018094 不抱怨是一種幸福(簡體字版) 徐竹著 平裝 1

9789863018100 心理學如何幫助我: 享受美好人生的八堂生活課(簡體字版)劉軒著 平裝 1

9789863018117 今年開始,人生都是自己的: 退休十年,我很好!老黑的無憾樂活告白(簡體字版)田臨斌著 平裝 1

9789863018124 生姜的神奇排寒瘦身功效(簡體字版)胡維勤著 平裝 1

9789863018131 史上最完整1000種全食物營養大圖鑑(簡體字版)好食材研究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155 深海大獵殺: 抹香鯨vs巨烏賊 李國靖, 銘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162 上課不要打手機(簡體字版) 九把刀作 平裝 1

9789863018179 激瘦 這樣吃就對了(簡體字版) 李婉萍著 平裝 1

9789863018186 荷蘭烤鬆餅: 外層酥脆、內餡Q軟的鹹甜好滋味西山朗子著;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193 中英雙語幼兒認知書. II(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精裝 1

9789863018209 山茶花油的神奇力量: 滋養頭皮+護膚保濕+生活清潔+健康入菜 CP值超高的聖品!佐光紀子著; 呂沛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216 最強獵手: 灰狼vs鬣狗 陳紹霖, 伊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223 妳的愛情,我在裡面(簡體中文版) 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8247 毒王之王: 眼鏡蛇vs響尾蛇 李國靖, 理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254 巨蟲擂臺戰: 蠍子vs螳螂 陳紹霖, 伊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278 會計人的EXCEL VBA小教室(簡體字版)贊贊小屋著 平裝 1

9789863018285 風靡巴黎的新口感磅蛋糕: 創新餡料x自然甘甜,混搭百變的香蕉&胡蘿蔔蛋糕高石紀子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292 建立孩子正確的行為觀念: 行為規範故事(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08 培養孩子優秀的品性人格: 品格教養故事(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15 教導孩子正確的道德規範: 道德教育故事(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46 成長學習經典故事: 孔融讓梨(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53 成長學習經典故事: 漁夫和金魚(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60 成長學習經典故事: 小猴下山(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77 名著好好讀: 一千零一夜(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84 名著好好讀: 格林童話(簡體字版) 幼福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391 X萬獸探險隊. 第2輯 陳紹霖等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018407 身體天然解毒劑!: 139罐純釀蔬果酵素,釀出天然好體態(簡體字版)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414 日日蔬食 健康100分(簡體字版) 歐陽鍾美作 平裝 1

9789863018421 媽媽問,寶寶答 2-6歲益智啟發(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438 媽媽問,寶寶答 2-6生活智能歲(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445 媽媽問,寶寶答 2-6歲邏輯思考(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280 先做人,後做事全集 王祥瑞作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50017 轉身就是重生 李禮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24 名老中醫的養胃粥 吳中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31 解憂心理師: 帶你穿越低谷、正念減壓,找回快樂與自在的人生處方籤李嘉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48 女性經絡穴位保養圖典 查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55 獺祭: 歸零再起,深山小酒造的谷底翻身奇蹟勝谷誠彥著; 林倩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62 30歲前用加法,30歲後用減法 柴寶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79 氣血雙補 石晶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47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 鍾家麟撰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116 三四郎 夏目漱石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123 陰翳禮讚:幽寂美學的極致書寫,谷崎潤一郎淬鍊日式底蘊隨筆代表作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47130 門: 愛與寂寞的終極書寫,夏目漱石探索孤獨本質經典小說夏目漱石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7147 貿易大歷史: 貿易如何形塑世界,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五千年的貿易之旅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stein)作; 潘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154 漫畫 為什麼有盈餘還是會倒閉?從門外漢到讀懂MBA必修科目的7堂課石野雄一著; 石野人衣繪; 蔡昭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161 漫畫從厭世王到人氣王,巧妙收服人心的暗黑心理學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178 2030年僱用大崩壞: AI人工智慧讓你失去工作,還是不用工作?井上智洋著;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185 女生徒: 最泥淖的青春獨語,向如夢似幻的人生致意,太宰治經典小說集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1801 黃日香花時間油畫水彩畫集. 2018 蔣嘉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901 陳文豊漢語學專題彙編. 2017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918 自體久安: 醫學漢詞河洛語古今音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千華創意空間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悲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8

大都會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339 弋與 周亦龍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48717 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關務特考)賴農惟編著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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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71650 現行考銓制度(含人事行政學)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七版平裝 1

9789864871704 基本電學(含大意)完勝攻略 丞羽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735 基本電學實力養成 丞羽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1919 英文(題庫+歷年試題) 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1957 普通化學實力養成 陳名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1988 國文(論文寫作) 黃淑真, 陳麗玲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2015 稅務法規(含概要) 方君編著 第十七版平裝 1

9789864872046 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滿分必殺絕技楊均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053 驗光生滿分題庫合輯 東岳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060 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司法五等)陳盛, 王一周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2077 超好用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林俐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2084 實用必備大法官釋字工具書+精選題庫林俐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121 政治學概要頻出題庫 蔡力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138 經濟學(台電.中油) 王志成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2145 經濟學(關務特考) 王志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152 經濟學 王志成編著 第二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2169 主題式企業管理(適用管理概論) 張恆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2176 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溫陽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183 法學知識: 法學緒論勝經(高普版)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2190 國考大師教您看圖學會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206 法學緒論(一般警察人員) 敦弘, 羅格思, 章庠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2213 民法親屬與繼承編(含概要) 成宜霖, 羅格斯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220 電子學(含概要、大意) 陳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237 逼真!英文模擬題庫+歷年試題 凱旋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2251 高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2268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警察特考)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275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 蔡穎, 茆政吉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2282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嚴選題庫李振濤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2299 搶救銀行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305 國考大師教您輕鬆讀懂民法總則 任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312 數學歷年試題解析. 六. 106年度 歐昌豪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329 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鍵突破 謝坤鐘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336 幼兒園幼教師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謝坤鐘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343 行政法(含概要)系統整理(海巡特考)賴農惟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350 主題式電工原理精選題庫 陸冠奇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2367 電腦常識(含概論) 蔡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4872374 一次考上銀行 計算機概論(含網路概論)蔡穎, 茆政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411 計算機概論高分題庫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2428 行銷學(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陳金城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2435 警察法規(含概要)百分百 成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442 民法(含概要)頻出題庫 王敬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459 法學緒論大全(包括法律常識) 成宜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2466 法學緒論(題庫+歷年試題) 章庠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473 中華民國憲法(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497 逼真!電工機械(電機機械)模擬題庫+歷年試題鄭祥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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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534 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重點統整+高分題庫林柏超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541 捷運招考超強三合一 含國文(國學常識及公文寫作)、英文、邏輯分析(數理邏輯)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565 大眾捷運概論(含捷運系統概論、大眾運輸規劃及管理、大眾捷運法及捷運相關法規)白崑成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596 圖解最省力的榜首讀書法: 雙榜狀元讀書秘訣無私大公開!賴小節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626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實戰秘笈 鄭祥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2633 電工機械(電機機械)致勝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199 十年有成 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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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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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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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38410 埃及王子. II, 斯芬克司之心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27 指繪快樂 Emil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34 我的未來,自己寫: 17歲資奧金牌少年,衝撞體制500天何達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41 AKIBO ROBOTS, with LOVE: 機器人把拔AKIBO與孩子們的故事李明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58 大典 王力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65 易斷全書:理解《易經》斷卦的實用寶典劉君祖著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2138472 用心休息: 休息是一種技能-學習全方位休息法,工作減量,效率更好,創意信手拈來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著; 鍾玉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89 交換日記Plus 徐玫怡, 張妙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496 知心 魏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502 黃禍 王力雄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8519 跟華爾街之狼學銷售: 一門價值30萬元的銷售課 4秒鐘,打下成交大訂單基礎!喬登.貝爾福(Jordan Belfort)著; 劉道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526 那不勒斯故事. 4, 消失的孩子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著; 李靜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526 那不勒斯故事. 4, 消失的孩子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著; 李靜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533 那不勒斯故事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著; 李靜宜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8540 物理治療師教你巴金森氏症病人的運動湯佩芳, 黃正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557 狐狸與飛行員 盧卡.托托里尼(Luca Tortolin)著; 黃芳田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54

大象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9789862138564 白花之愛 大衛.卡利(Davide Cali)著; 楊馥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571 看見聲音 Romana Romanyshyn, Andriy Lesiv著; 呂玉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588 藍色大樹 阿敏.哈珊扎德.夏里夫(Amin Hassanzadeh Sharif)著; 黏耿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595 沒有名字的老人 猶安娜.康哲友(Joanna Concejo)著.譯; 倪安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601 圖像語言的秘密 Molly Bang著;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618 一匹馬走進酒吧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著; 陳逸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25 軟禁 諾亞.葉德琳(Noa Yedlin)著; 謝儀霏, 林薇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32 微精通: 從小東西學起,快快學,開啟人生樂趣的祕密通道羅伯特.特維格(Robert Twigger)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49 幾米20精選典藏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56 寂寞與溫暖: 幾米長篇作品套書 幾米作 三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38663 花男. 1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70 花男. 2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87 花男. 3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694 花男 松本大洋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8700 失智症事件簿: 失智症AD8量表在檢測什麼楊淵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17 經絡解密. 卷一: 開啟人體經絡奧秘的第一道金鑰-經絡啟航+肺經沈邑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24 浮世澡堂 式亭三馬著; 周作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31 浮世理髮館 式亭三馬著; 周作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48 你可以不只是上班族: 斜槓創業,複業多賺多自由的27天行動計畫克里斯.古利博(Chris Guillebeau)著; 羅耀宗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5572 玄空大卦要訣 黃春發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25589 妙派玄空大卦羅盤使用方法九運天星耿鉦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587 大家的日本語 小説ミラーさん 横山悠太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594 滿點語彙N3 伊能裕晃等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10315 大寶貝小故事. 1 余遠炫等編寫; 楚睿等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10346 奇妙的蒲公英 陳方妙編寫; 大石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10346 奇妙的蒲公英 陳方妙編寫; 大石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10360 乞丐公主 黃美莉編寫; 簡漢平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10360 乞丐公主 黃美莉編寫; 簡漢平繪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路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久鼎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新



9789869451420 經典廚藝聖經 FERRANDI斐杭狄法國高等廚藝學校作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451437 經典廚藝聖經 FERRANDI斐杭狄法國高等廚藝學校作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9451444 KITCHEN奈潔拉的廚房 奈潔拉羅森作; 胡淑華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451 Pierre Hermé寫給你的維也納麵包書 皮耶艾曼(Pierre Hermé)作; 胡家齊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468 三明治大全: 23家日本人氣名店,三明治、漢堡、貝果、帕尼尼、熱狗、捲餅...暢銷配方151道全公開!柴田書店做;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475 Pierre Herme寫給你的巧克力糕點書 皮耶艾曼(Pierre Herme)作; 胡家齊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397 演化之書: 生命起源的故事 凱瑟琳.巴爾, 史蒂夫.威廉斯文; 艾米.赫斯本插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846 聖經的故事: 17篇說給孩子聽的經典文學凱瑟琳.朗.巴斯特隆(Kathleen Long Bostrom)著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9884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芭蕾舞課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891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遊樂園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603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參見女王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610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睡覺時間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658 就是愛打籃球!: 讓你技巧進步的漫畫圖解籃球百科鈴木良和監修; 松野千歌漫畫; 陳姿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7672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第12卷: 冷戰和冷戰後的世界南房秀久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かんようこ漫畫; 許郁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7696 全彩世界歷史對照大年表 小熊出版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030 我會畫繪本: 人魚公主 安徒生原著; oodi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047 我會畫繪本: 不來梅樂隊 格林兄弟原著; oodi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054 我會畫繪本: 糖果屋 格林兄弟原著; oodi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061 業餘超人: 搶救笨蛋劇組 關景峰作; 曾瑞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078 你喜歡詩嗎? 米雅文圖; 麥克.史密斯詩集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092 就是愛打棒球!讓你技巧進步的漫畫圖解棒球百科公益社團法人全國棒球振興會監修; 田中顯漫畫; 陳姿瑄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108 正義使者: 晃晃星人之卷 宮西達也作; 米雅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115 經典傳奇故事: 孫悟空 内田麟太郎文字; 福田岩緒繪圖; 林劭貞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122 外星人真的存在嗎? 長沼毅作者; 吉田尚令繪;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139 重要的小事 安.艾珀作; 劉孟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153 媽媽變成鬼了!我要和媽媽結婚 信實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884 環球國家地理: 非洲、美洲、兩極(全新黃金典藏版)<>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65103 大師的智慧: 人間佛語.星雲大師 李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5110 歷史不忍細讀全集 <>編輯部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65127 歷史不忍細究全集 <>編輯部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65189 帝國末日. 3: 台海決戰 T.W.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196 中國國家地理: 華北.華東 <>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98309 哈瓦那,我的朋友: 在古巴遇見的40個朋友張曉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323 你的旗袍,你的花樣年華 柳迦柔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4741 性啟萌: 青少年性教育讀本 許佑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34772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634772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634758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634758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634765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634765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 鄭問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6634826 天才超人頑皮鬼 麥人杰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6634796 天才超人頑皮鬼 麥人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634802 天才超人頑皮鬼 麥人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634819 天才超人頑皮鬼 麥人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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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1959 狒狒小斑 蘇麗卿文.圖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975 補教老師的當沖日記: 我用K線3年賺一億相良文昭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9498975 補教老師的當沖日記: 我用K線3年賺一億相良文昭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9498975 補教老師的當沖日記: 我用K線3年賺一億相良文昭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9544016 TOYOTA員工每天反覆練習的表格思考術: 8步驟,解決所有想不出的簡報、創意、決策......等問題!石井住枝作;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4023 好好先生必懂這40種情緒勒索: 與其氣餒、沮喪,不如明白他們責罵時的善良目的!中谷彰宏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4078 業務之神的問答藝術: 如何從被說不要不要的業務員,變成人見人愛的諮詢顧問?青木毅著; 賴惠鈴譯 平裝 1

9789869544092 為何一流外商企劃都習慣列出早晨清單: 整理抽屜、筆記、電腦等40種簡化工作的技術!美崎榮一郎著; 乙醚譯 平裝 1

9789869593007 訂價科學二部曲: 奇襲術36句話,讓你學會「CP值高三倍」的技巧!田中靖浩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593007 訂價科學二部曲: 奇襲術36句話,讓你學會「CP值高三倍」的技巧!田中靖浩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7620 說相聲,學語文 馬景賢編劇 二版二刷其他 1

9789862117637 人體大遊歷2: 流感大作戰 陳月文, 方恩真文; 黃志民, 黃舞荻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682 我親愛的至聖先師: 南子與孔子的青春物語哲也文; 羅安琍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705 我的放牛班 陳巧宜文.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729 茄子狗來了喲! 舟崎克彥文.圖; 周佩穎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767 森林裡的帽子店 成田雅子文.圖; 周姚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781 誰的聲音呢? 松岡達英文.圖; 賴昭容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798 我的一顆心 林士真作; 江坤森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804 灰灰小姑娘 利雅君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小魯文化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賣工作室



9789862117835 媽媽的小褲褲 山岡光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842 天空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859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 2, P怪客的瘋狂歡樂派對鄭宗弦著;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7866 不要,不要!小豬豬: 就是有這樣的孩子呢!太棒了!小豬豬高井善和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873 哈克小子 鄭丞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880 艾蜜莉上學記: 小一生活100天 露絲瑪莉.威爾斯文.圖; 趙永芬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897 這是誰的衣服? 林柏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903 再見鵜鶘 唐.菲力曼(Don Freeman)文.圖; 柯倩華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910 這是什麼店? 秦好史郎文.圖; 劉握瑜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927 魯拉魯先生的腳踏車 伊東寬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934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 宮西達也文.圖; 鄭明進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7958 跟著動物鐵道員過一天 雪倫.任塔文.圖; 侯秋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016 新生寶寶閱讀禮盒 林美琴文; 黃郁軒圖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118030 小熊流浪記 班傑明.蕭文.圖; 蔬菜小姐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047 石頭變變變: 青蛙巫婆歷險記 張東君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054 鴕鳥先生,幫幫忙 賴孟佳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264 鼻病毒—讓你感冒的討厭鬼 海蒂.特帕克(Heidi Trpak)文; 黎歐諾拉.萊特(Leonora Leitl)圖; 賴雅靜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5453 氣候危機大預警: 熱地球的經濟麻煩與世界公民的風險對策伊夫.莫里那(Yves Morieux), 彼得.托曼(Peter Tollman)合著; 畢馨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507 好產品,背後拚的是同理心: 看不清人們最愛的體驗?暢銷產品設計師教你這樣深刻想與用力做!喬恩.寇可(Jon Kolko)著; 李琬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538 客觀思考的效率: 強大領導者如何看見事物本質,減少內隱偏見與過度反應?伊麗莎白.桑頓(Elizabeth Thornton)著; 簡美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613 如何讓改變發生? 陳朝益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695781 談判桌的經濟學與心理戰: 從議價行為到策略性合作的最佳利益戰術課瑪格里特.妮爾(Margaret A. Neale), 湯瑪斯.黎斯(Thomas Z. Lys)合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5804 大腦先生的一天: 從起床開始的思緒與工作,腦力如何幫助我們做好(或搞砸)每件事?健腦商店(Marbles: the brair store), 嘉斯.桑頓(Garth Sundem)著; 王婉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935 文法女教頭爆破英文爛句: 連大作家也被踢飛的英文句法進化課珍.卡薩格蘭德(June Casagrade)著; 王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31 標不講仁慈,但做事不需要傷痕: 既要求成果、也講究「高品質過程」的管理小革命喬爾.布洛克納(Joel Brockner)著; 簡美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48 別讓平庸埋沒了你: 自媒體奇才告訴你600位頂尖創意人如何找回獨特的自己斯里尼瓦思.勞(Srinivas Rao)著; 曾雅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55 智識份子: 換新你的概念直覺,做個複雜的現代人萬維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62 國際記憶冠軍的編碼器: 快速轉化儲存大量資訊,提高學習與工作效率的超級大腦擴充術凱文.賀斯里(Kevin Horsley)著; 薛浩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79 時尚受害者: 時裝工業奪命圖鑑史 艾利森.馬修.戴維(Alison Matthews David)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786 從查理大帝到歐元: 歷史激盪與變局中的歐洲統一夢張丹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230 泡沫沉思錄: 低利率的疲勞、失靈的價格與「便宜錢」對我們的掠奪恩瓊.荷達(Anjum Hoda)著; 黃書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247 別有目的的小意外: 打敗「遺忘」的內容行銷,來自15種好用的認知科學卡門.席夢(Carmen Simon)著; 廖崇佑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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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寫



9789865837761 地球上的天堂: 華德福幼兒教育經典入門書,全方位感官教育發展夏莉法.奧本海默(Sharifa Oppenheimer)著; 徐明佑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5837778 華德福經典遊戲書 金.約翰.培恩博士(Kim John Payne)著; 姜佳妤, 李宜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785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地理. 上: 美國最會說故事的校長爺爺,帶你用旅行者的眼光發現世界(全彩插圖版)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王敏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5837808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地理. 下: 美國最會說故事的校長爺爺,帶你用旅行者的眼光發現世界(全彩插圖版)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王敏譯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650 媽媽藥 金美羅文; 高樹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4698 原來是這樣啊! 金金香文; 鄭震鎬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07 咦,你知道這是哪個國家嗎? 馬蒂娜.巴斯特伯(Martina Badstuber)文.圖; 侯淑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07 咦,你知道這是哪個國家嗎? 馬蒂娜.巴斯特伯(Martina Badstuber)文.圖; 侯淑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14 無論何時,媽媽永遠在這裡 尹汝林文; 好月亮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21 還好有膽小的你 胡安.阿尤納(Juan Arjona)文; 卡菈.貝索拉(Carla Besora)圖; 陳怡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38 請你告訴我情緒是什麼?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艾利絲.康比特(Iris Compiet)圖; 謝靜雯(Mia C. Hsieh)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45 爺爺的神秘菜園 路克.佛庫勒(Luc Foccroulle)文; 雅妮克.馬松(Annick Masson)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69 我那討人厭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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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9732 鬼域: 尋找鬼跡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9732 鬼域: 尋找鬼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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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005558 自己做最安心!嬰幼兒點心大全 金姃美著; 陳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19 全球嬰幼兒按摩專家都推薦的寶寶按摩全書鄭宜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26 想太多也沒關係: 如何紓解紛亂的思緒?不再對人生感到厭倦!克莉司德.布提可南(Christel Petitcollin)著; 楊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33 韓國明星變漂亮的祕訣: 瘦臉、瘦腿、瘦小腹的骨筋雕塑法魏守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05640 生出天使型寶寶的神奇胎教: 用愛的話語,塑造寶寶好情緒!正弘著; 金承妍繪; 林季妤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57 想法轉個彎,就能掌握好心情: 認知療法權威教你,用書寫方式擺脫擾亂的思緒與情緒問題丹尼斯.格林伯格, 克莉絲汀.A.佩德絲基著; 吳郁芸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64 學會和寶寶對話,教養才輕鬆!: 讓0-5歲寶寶清楚表達想法的溝通技巧金秀妍著; 楊雅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71 想太多也沒關係(實戰篇): 人生幸福的思想指南!克莉司德.布提可南(Christel Petitcollin)著; 楊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688 驚人的血管彈力操: 大多數的慢性病,光吃藥是不會好的!妹尾左知丸著; 張秀慧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6005695 為什麼對別人這麼好,內心卻總是受傷?: 35戳中好人痛點、解開困惑的心靈法則劉恩庭著; 尹嘉玄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701 快速學會中醫芳療 提升配方療癒效果: 用褚氏太極原理,剖析50種精油的藥性、歸經功效、身心靈作用褚柏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718 家人的第二張臉孔: 擺脫「相愛又互相傷害」的7種心理練習催光鉉作; 簡郁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725 史上最簡單!精油調香聖經: 日本首席大師教你平衡五大香階,新手、老手都能調出獨特、完美香氛!阿梓莎.安奈爾斯著; 丹野祥子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小貓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穎文化



9789869333665 台灣不是孤單的存在: 黑潮.攝影.歲時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作; 張卉君撰文; 歐陽夢芝攝影統籌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3672 全時美人: 12經絡舒活養生帖 杜丞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9731 大師級最完整自然無添加哲學 張晏瑜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6479748 中餐烹調決勝精典(丙). 2016 楊泰全, 林峟偉, 郭秀錦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79755 中餐丙檢決勝秘笈. 2016 楊泰全, 林峟偉, 郭秀錦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6479786 來自海祥的恩惠: 營養支持x預防衰老x對抗癌症張慧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922 百變可愛太陽蛋 陳凱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762 百變平底鍋.電烤爐料理 鄭至耀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79984 養生蒸氣電鍋: 做飯真簡單 周振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28 日本鄉土料理 曾凱翔, 陳永祐, 康宏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35 百變PIZZA機料理 杜佳穎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59 清腸排毒,蘋果塑身便美麗 楊軼博, 蔣碩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66 基礎食品職群78道 吳青華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73 張清淵發財開運寶典. 2018 張清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80 花式餐巾折疊 張增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2997 烘焙食品決勝精選(丙) 湯彩群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4843 指鹿圖: 我的台北 陳曉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423 生活的大智慧: 進入自性佛(永恆學,輔助深入版)大覺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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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2001 我變成了笨蛋: 北野武詩集 北野武著;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001 我變成了笨蛋: 北野武詩集 北野武著;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714 新生活判讀力: 別讓科學偽新聞誤導你的人生黃俊儒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721 那些曠世天才的呢喃 一奈米的宇宙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二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寸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趨勢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覺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優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2753 直行誠有路: ETC如何讓台灣邁向智慧運輸大國?顏和正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760 快雪時晴: 施如芳劇作三齣 快雪時晴 燕歌行 花嫁巫娘施如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52 順勢合作: 超越敵我關係,不必同心也能協力的思考策略亞當.卡漢著; 戴至中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883 不食過生活: 一天一餐,五十卡青菜汁,西式健康法森美智代著; 高雪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06 牛津給我的100個靈魂訊息 岡田昭人著; 林佳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13 決斷未來的關鍵提問: 那些即將改寫世界的重要概念大衛.羅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著; 施婉清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20 從零開始挑戰 稻盛和夫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37 過你的第二人生 強.高登著; 顏和正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2944 酵素打造腸免疫力: 40歲開始腸子決定你的免疫力鶴見隆史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51 人生的長尾效應: 25、35、45的生涯落點費思桐(Brian Fetherstonhaugh)著; 金瑄桓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68 火炬效應 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 派蒂.桑歇斯(Patti Sanchez)著; 呂奕欣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75 林麗芳影像之旅: 心子 尊瑪 朝聖者 林麗芳作.攝影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3982999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顏擇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19 限醣防病: 半年瘦11公斤,高血壓、高血脂不藥而癒,擺脫睡眠呼吸中止症與宿醉夏井睦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33 最後吃,才是真領導: 創造跨世代溝通合作的零內鬨團隊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著; 顏和正, 李芳齡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3040 花媽心內話: 陳菊4000天 林倖妃, 陳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57 日本料理的「高湯」、「醬汁」、「調和佐料」教科書: 味道勝出的到位料理技術鈴木隆利著; 王慧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64 守著記憶守著你 伊佳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71 別讓記憶說再見 伊佳奇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18 保暖睡眠法: 活到一百歲就靠這一招大谷憲, 片平健一郎作; 高雪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25 聖經教你的18個接班秘訣 許恩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48 浪漫臺三線款款行 客食 慢自香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6689 北歐模式 喬治.萊基(George Lakey)著; 蔡裴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696 曾經絢爛的彩虹: CNN名主播安德森‧古柏與母親的深情書信,訴說生之狂熱,愛與失去安德森.古柏(Anderson Cooper), 葛羅莉亞.凡德貝特(Gloria Vanderbilt)作;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702 接受說服的勇氣: 看成功領導人如何改變信念,影響全世界艾爾.彼坦帕里(Al Pittampalli)著; 簡萓靚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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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486726 小寶貝,乖乖睡 市川久美子文; 廣野多珂子繪; 思謐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733 商用日文MAIL這樣抄,對時對人不失禮!村上英記著;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740 極簡純蔬者的無麩質餐桌: 一鍋到底x30分鐘x10項食材,雜食者也熱愛的豐盈口感,改變你的餐桌和生活!達娜.舒爾茲(Dana Shultz)著; 松露玫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757 秒懂葡萄酒圖解書: 當法國葡萄酒學者碰上瘋狂插畫家,解答你對葡萄酒的100個疑問芬妮.達荷斯克(Fanny Darrieussecq)著; 思謐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764 帶媽媽去旅行. III: 中南美洲我們來了，這次的隊長是老媽!太源晙作; 熊懿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771 媽媽,這是給妳的禮物 佐佐木美央文.圖; 思謐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788 每天準時下班也能不斷加薪的時間管理術: 稅務精算專家教你活用電腦與手機,平衡工作與生活的43個練習井之上陽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795 3天搞懂股票買賣: 「靠股票賺錢」需要的常識,一問一答間,輕鬆學起來!梁亦鴻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486801 下一波商業創新模式 馬克.史努卡斯(Marc Sniukas), 帕克.李(Parker Lee), 麥特.莫拉斯基(Matt Morasky)著; 溫力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818 你不必完美,但可以更有魅力: 喚醒內在力量、展現外在風采的練習艾娃.弗德克列(Eva Wlodarek)著; 楊婷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825 咖啡鑑賞師的黑潮學: 認識產地、豆種、研磨&烘豆,開始你的第一杯手沖咖啡席夢艾格(Simone Egger), 露比.艾許比歐爾(Ruby Ashby Orr)著; 林士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832 收藏!儲存!非學不可的生活韓語150篇趙叡珍著 初版 其他 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日月文化



9789862486849 北海道HOLIDAY: 薰衣草花田.札幌雪祭.青池祕境.百萬夜景.白色戀人,一本就GO!InpainterGlobal著; 獨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856 正反交鋒聊新聞: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856 正反交鋒聊新聞: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870 讀書給狗兒波妮聽 莉莎.佩普(Lisa Papp)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887 走進義大利修道院膳食祕密花園: 聖堂祕境之旅,心靈與舌尖的流動饗宴及傳承千年的養生食譜亞曼多‧麥諾斯(Armando Minuz）編; 楊馥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6894 創意的偏見: 為什麼領導者總是渴望創意,最後卻拒絕創意?珍妮佛.穆勒(Jennifer Mueller)著; 陳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17 今天,到米農家吃飯去! 山崎宏, 山崎瑞彌著; 米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232 布拉格HOLIDAY: 慕夏繪畫、尖塔建築、捷克啤酒、童話木偶、波西米亞狂歡節,一本就GO!孟智娜著; 獨島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286 凡事謝恩: 使徒保羅的感謝觀 鮑維均(David W. Pao); 林秀娟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2026 地方精靈的記憶與再現: 臺灣現代文學論集江寶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040 真假、愛情與悲劇: 紅樓夢論集 江寶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62088 如常 江寶釵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425 狗道理非境之境: 汪承恩創作個展 汪承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39432 X光的神祕視界 平裝 2

9789869539449 游來游去 莊連東2018彩墨個展 莊連東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804 脈法捷要: 帶您回歸正統脈法之路 劉建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811 王光宇精準脈診帶教錄 王光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828 杏林心語: 一位中醫骨傷醫師的臨證心得王家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3729 瞬遊機捷 黃季衡等作; 蘇于修主編 平裝 2

9789868793736 旅行 從高雄出發 王妃靚等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水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3

日月文化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友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4014 諦聽 林明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932 彩虹之上 趙大衛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5932 彩虹之上 趙大衛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482 與喵星人恩恩愛愛的150題Q＆A解惑大全潘.強森班奈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09 「懶」經濟: 不瞎忙、省時間、懂思考,40則借力使力的聰明「懶人學」紀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16 脖子卡卡,健康拉頸報!: 日本醫學最新「頸肌鍛鍊法」,暈眩、頭痛、肩頸僵硬治癒率達80%!松井孝嘉作; 婁美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23 輸給怒氣的人: 活用怒氣的人 安藤俊介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30 腰痛的實學: 從背骨、骨盆、足部開始治療石垣英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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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5224 開啟職場金鑰 柴御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071 方劑學圖表解 李慶業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088 納米熱障塗層材料 王春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095 圖解針刀療法 郭長青, 張義, 李石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08 人體經筋病治療與扳機點圖解 鐘士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438 2016第11屆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暨第8屆南區管理碩士論文研討會論文集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690 學一次用一輩子的英文溝通技巧 陳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2176 我們的日語自修課: 專為日語初學者訂做的15堂課金延秀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求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仁成數位圖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中州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台神學院



9789869372183 我的第一堂攝影家教課: 用微單相機,拍出你的每一天崔熒峻, 金炳仁, 洪鍾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2190 用貓咪的一天學英文 Ian Crews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2908 圖解設計的原理 高橋佑磨, 片山なつ著; 劉小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915 跟著日本柴犬用日語趣旅行 不求人文化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2960 用英文趣旅行 LTS英文研究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52991 我們的英語自修課 不求人文化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9502 零基礎、全年齡任何人都學得會的英文文法Proud publisher editorial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949 查無此人 配菜太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956 不夜城 配菜太咸作 初版三刷平裝 1

9789869349963 秋雨微涼 配菜太咸作 初版四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9126 逆齡瘦身沙拉: 10週70道超神奇瘦身美容魔法沙拉女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249133 天天能量蔬果汁: 讓全家喝出好健康左小霞, 韓軍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505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中階: 都市更新規劃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89512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中階: 都市更新整合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89529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中階: 都市更新整合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89536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初階: 都市更新輔導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89543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初階: 都市更新輔導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89550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初階: 都市更新諮商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89567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初階: 都市更新輔導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89574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中階: 都市更新整合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89581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中階: 都市更新整合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89598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初階: 都市更新諮商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11800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初階: 都市更新諮商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11817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初階: 都市更新諮商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11824 勞工大學. 2018: 都市更新與老屋條例輕鬆談 生活講座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724 美安台灣賣什麼?: 從零售到電商揭開千億帝國的驚人祕密今周刊編輯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48 頂尖業務的50個最強問句: 世界銷售冠軍告訴你,懂提問就能當場成交青木毅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55 任何股票都能翻倍賺的多空雙作線圖獲利法相場師朗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3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心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木更工作室



9789869551762 當你的才華還撐不起你的夢想 趙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79 不如去闖: 年輕不是迷茫的藉口 李柘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768 我的殘缺惡魔!紫色聖女與船上拍賣會時田透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5775 花宵的人偶師. 1, 主人今天也不高興梨沙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07 首領公主與無頭騎士: 華麗的背信者睦月けい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21 首領公主與無頭騎士: 英雄們的饗宴睦月けい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38 首領公主與無頭騎士: 聲名狼藉的訪客睦月けい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45 RESET轉世重生 如月由須羅著;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67452 銀龍騎士團 公主與小兔的祕密王宮九月文作; 阿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69 銀之龍騎士團: 戀愛的小兔禁止盗獵九月文作; 阿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490 貓X刑警的美味事件簿 紫曜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7312 花宵的人偶師. 2, 主人與被奪走的初吻梨沙作;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329 除魔師の戀愛日常 梨沙作; 徐子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7329 除魔師の戀愛日常 梨沙作; 徐子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7343 萬事皆可卜!陰陽屋咒戀 天野頌子作; 施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7367 貓x刑警的美味事件簿 紫曜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97374 除魔師の戀愛日常 梨沙作; 徐子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97381 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六, 血脈 水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446 逆齡者的密碼: 跟著汪醫師對年齡的老化因子汪國麟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387453 戒胖者的奇蹟: 跟著汪醫師平息體內的代謝風暴汪國麟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302 內門南海紫竹寺建寺50周年文化誌 薛芳昌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702 臺日美術的傳承與嬗變 蘇益仁, 劉芷芹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5771 老茶具 文錚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530732 自癒力: 身體潛能是最好的醫生 Vernon Coleman著 修訂1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和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水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心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內門南海紫竹寺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9789863531234 排毒是健康的萬靈丹 Marie Helvin著 修訂1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156 開啟全新的我 林榮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7163 大學生的泰語課本 洪銘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152 六朝自然山水觀的環境美學 陳慶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558 漢藏彌陀極樂淨土法門之比較 邱君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565 禪宗五家禪法的華嚴意涵 劉貴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3174 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16屆: 紀念本師涵靜老人黃藏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85965 移民理論與移民行政 王智盛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86375 全球化下之國境執法 陳明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34 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 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34 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 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0334 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 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連弘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94325 倫理學 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邱振訓譯三版 平裝 2

9789571194981 空間政治: 空間分析於選舉地理及政治學研究應用概論徐永明, 吳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600 菲柬緬華語文教育 夏誠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96617 海外華語文教育與中華文化 夏誠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70 史作檉美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黃信二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原大學海華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仁風文創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津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49 藝思.意斯: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6-2017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3057 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理論與實務 林綺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2006 鹽的代價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著; 李延輝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600 睡美人 川端康成作; 葉渭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617 筋長一吋,壽延十年: 一位名醫朱増祥拉筋復位法朱増祥口述; 鍾健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2679 一張名片的創意工作術 休.麥克李奧(Hugh MacLeod)著; 黃佳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086 好預兆 尼爾.蓋曼(Neil Gaiman), 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著;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581 愛我的人也呼吸著我: 我正在失智,我面對生病的孤寂,我要留住記憶的最後一息荷妲.桑德勒斯(Gerda Saunders)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604 在告別中學會更愛父母: 用關懷參與父母離開前的六十四件事清水晶子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635 0-7歲華德福教育: 培育懂得愛、欣賞美、愛閱讀、身心健康的快樂孩子吳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642 陰陽師. 第一部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673 粗獷與詩意: 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 王俊雄, 徐明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680 我是個無名小卒: 艾蜜莉.狄金生詩選. I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作; 賴傑威, 董恆秀譯評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697 在受苦的地方綻放: 超越苦痛、遇見信心的900則生命思索鈴木大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03 樹的智慧 麥克斯.亞當斯(Max Adams)著; 林金源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710 鄉村生活圖景 艾默思.奧茲(Amos Oz)著; 鍾志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27 PAX.和平之闇. II: 嬰靈與千纏怪 歐莎.拉爾森(Åsa Larsson), 英格拉.柯爾瑟(Ingela Korsell)著; 亨利克.揚森(Henrik Jonsson)繪; 陳靜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34 PAX.和平之闇. III: 夜惡鬼與水精靈 歐莎.拉爾森(Åsa Larsson), 英格拉.柯爾瑟(Ingela Korsell)著; 亨利克.揚森(Henrik Jonsson)繪; 郭騰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41 黑暗的左手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洪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58 一無所有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黃涵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65 球形祖母 陳柏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72 如何寫行書 侯吉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89 捏造自我 和田秀樹著; 林仁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796 小家庭的餐桌日常 維多利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02 蘇菲的世界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著; 伍豐珍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94819 為什麼他只想到他自已 加藤諦三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26 世上只有媽媽好 溫蒂.沃克(Wendy Walker)著; 蘇雅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33 從邊緣到大師: 尼爾蓋曼的超連結創作之路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沈曉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40 改變之書 波莉.莫蘭(Polly Morland)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57 為什麼贏家不思考?:金牌運動員教你決勝時刻駕馭心智、開發潛能、主宰全場克萊德.布洛林(Clyde Brolin)作; 黃佳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64 翊起運動前進MLB全紀錄: 徐裴翊帶你直擊旅美球星、採訪幕後、春訓觀賽指南Vamos Sports翊起運動, 吳婷雯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71 陰陽師. 第十七部, 螢火卷 夢枕獏著;茂呂美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888 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 第二部, 咒俑 夢枕獏著; 徐秀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01 寂寞傀儡師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著; 郭騰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18 作家日常 王聰威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馬



9789863594925 寫生 郭哲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32 創意焦慮時代的緩慢思考術 克里斯.路易斯(Chris Lewis)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49 可知與不可知之間: 楊照讀里爾克 楊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56 你不知道的馬克思: 精選原典,理解資本主義,尋找改造社會的動力萬毓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63 畫畫的起點: 4個簡單步驟,25堂創意練習,30分鐘畫出滿意作品!馬克.奇斯勒(Mark Kistler)著; 林品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70 陰陽師. 第二部, 飛天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987 回家好難: 寫給故鄉的33個字詞 林蔚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38 超想學會的手工皂 孟孟著 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447 無糖發酵不老之鑰: 五色多酚妙用多陳怡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454 吃醋為元氣之本 陳啟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1485 猴頭菇健腦防失智 陳勁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332 見山又是山: 李永平追思紀念會暨文學展特刊封德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02349 最後的紳士: 鄭清文紀念會暨文學展特刊封德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586 台灣排灣族民間故事 金榮華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519 尋找最初的感動: 翁竟期作品集 洪昌穀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502 都市與農村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九屆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等合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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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6967 稻城亞丁景區會議中心及景觀建設項目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74 稻城亞丁景區重要節點冲古寺片區遊客服務站新建工程項目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6981 稻城亞丁景區重要節點洛絨牛場片區遊客服務站新建工程項目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市政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口傳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1

送存冊數共計：41

元氣齋



9789869536998 南充市西充縣轉山河核心區規劃設計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26 漢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漢字文化博物館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40 漢字文化主題樂園概念方案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33 九寨溝貴賓樓及水上餐廳整體規劃設計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64 南投酒廠風華再現整廠營運空間規劃診斷分析委託規劃服務案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57 四川瓦屋山國家級森林公園玉屏山景區總體規劃研究報告郭亘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71 華岡瑜伽 陳金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88 建構現代審美範疇體系 楊瑞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595 電腦動畫創作 薛佑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5995 This is安迪.沃荷 凱薩琳.英葛蘭(Catherine Ingram)作; 安德魯.萊伊(Andrew Rae)繪; 李之年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3503 盲眼刺客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梁永安譯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83510 盲眼刺客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梁永安譯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83527 盲眼刺客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著; 梁永安譯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83534 This is法蘭克.洛伊.萊特 伊恩.佛爾納(Ian Volner)作; 江舒玲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4274 蟻公蛀牙齒 鍾振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903 鄧時代的地下詩人 廖亦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10 面對獨裁: 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金恆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27 融貫與批判: 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吳孟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34 昭和町六帖: 金恆杰文集 金恆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8873 二技國文英文歷屆試題98-106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5778903 公共衛生與醫療法規 劉文博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778910 HITO: 社區衛生護理學 王雪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5778927 HITO: 基本護理學 凌荃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78941 Hito: 病理學 趙俊彥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78958 Hito: 內外科護理學 淩荃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5778972 Hito: 解剖生理學 蔡牧名著 平裝 1

9789865778989 Hito: 產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575904 普通生物學 沈浩, 沈芃萱著 六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六堆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天培文化



9789869575911 Hito: 藥理學 蔡牧名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575928 Hito: 護理師歷屆試題 [及第出版社]編輯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9766 心經抉隱 元音老人著 初版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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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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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231153 經典六堆學 鍾振斌主編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708 翰耕墨耘五十五年: 兩岸書法交流展沈士涵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6294 失智症影像診斷系列. 1, 阿茲海默型失智症北村伸, 酒寄修, 越泰彥作; 江孟庭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108 失智症影像診斷系列. 2, 腦血管性失智症北村伸, 酒寄修, 越泰彥作; 江孟庭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115 失智症影像診斷系列. 3, 額葉症狀型失智症北村伸, 酒寄修, 越泰彥作; 江孟庭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605 8十決策模擬: 領導團隊建立與價值創造鄭漢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6742 中華九九書畫會丁酉年創作獎暨會員作品集謝麗媛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8十事業模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九九書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商健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六堆風雲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心密弟子



9789863939337 僕僕風塵: 戰後蔣中正的六次北巡(1945-1948)胡平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344 東亞漢語音韻學的觀念與方法 呂昭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351 研究綜述與論文選題: 以春秋、左傳、史記、宋詩、詩話為例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375 <>的空間美學: 以為主 陳琪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665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陳添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672 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 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蘇聖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2005 開始在澳門自助旅行 凱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012 峇里島: 附龍目島.吉利三島 PJ大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029 開始在北歐自助旅行 武蕾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036 英國: 倫敦、柯茲窩、湖區、約克、威爾斯、蘇格蘭等吳靜雯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043 搭地鐵玩遍釜山 Helena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050 開始在義大利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2067 開始在上海自助旅行: 附蘇州.杭州.迪士尼葉志輝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074 開始在加拿大自助旅行: 附溫哥華.洛磯山脈沈正柔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081 開始在瑞士自助旅行 蘇瑞銘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098 開始在關西自助旅行 King Chen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104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陳銘凱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111 下飛機Day by Day,愛上京阪神奈 莊絲涵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128 雲南旅行家: 昆明.大理.麗江 甯育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135 華盛頓D.C. 安守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142 搭地鐵玩遍曼谷 葉志輝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159 開始在韓國自助旅行 陳芷萍, 鄭明在作 七版 平裝 1

9789863361602 痛風、高尿酸飲食聖經: 讓餐桌天天都有新花樣,230道低普林食譜金澤良枝作; 何姵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166 24節氣生活小百科: 不依賴藥物,順應大自然的健康養生法村上百代作; 李毓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180 開始在越南自助旅行 吳靜雯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789 一言逆轉: 逼人買到剁手指的文案鬼才教你一句話的強大力量川上徹也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796 現在的工作方式還能持續多久?: 未來人的行動波希米亞式工作與生活本田直之, 四角大輔著; 林詠純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802 孩子EQ的力量: 勇闖EQ神秘島 王宏哲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819 揉揉腎臟戒疲勞: 醫師肯定、見證者輩出的健腎養腎書寺林陽介作;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826 哈佛魔術師的人心解密7法則 鄺大衛(David Kwong)作; 張明敏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833 我去芬蘭學育兒: 12個當地家庭給我的教養啟示沈載源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840 弟弟追著恐龍跑: 我和多了一條染色體的喬弟的故事賈柯莫.馬札里歐(Giacomo Mazzariol)著; 倪安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840 弟弟追著恐龍跑: 我和多了一條染色體的喬弟的故事賈柯莫.馬札里歐(Giacomo Mazzariol)著; 倪安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54857 萬一吃了棉花糖(全新增訂版) 喬辛.迪.波沙達, 愛倫.辛格合著; 張國儀譯增訂一版平裝 2

9789861754864 從此不加班的IPO工作術: IBM前首席顧問教你用15分鐘完成1小時的工作清水久三子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871 一湯一菜的生活美學 土井勝晴作;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太雅



9789861754888 覺醒的你: 暢銷百萬,歐普拉的床頭靈修書麥克.辛格(Michael A. Singer)著; 賴隆彥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1215 世界名牌狗咬豬: 正妹潮男時尚必讀小故事吳澄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222 誰是大富翁 顧素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11239 誰是大富翁(簡體字版) 顧素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11383 <>與人生 胡順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005 中華當代贛臺書畫家人物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403 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輯. 2017第十八屆王筱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0236 水產餌料生物生產 吳宗孟等編著; 邱國勛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3214 中華田徑史. 1999-2017 陳鴻雁總編輯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165 創業勝經. 2017: 創業楷模奮鬥故事 吳其倩等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6387 第十四屆台灣建築論壇論文集: 建築社會觀: 2017第46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552 建築技術規則. 107年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青創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產種苗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世紀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專登山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方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1095 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調查員、輔導員北區研習手冊張旭政等作 平裝 5

9789869596602 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調查員、輔導員南區研習手冊張旭政等作 平裝 3

9789869596619 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調查員、輔導員中區研習手冊張旭政等作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6959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專輯. 第四十八屆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041 全國油畫展專輯. 第四十一屆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901 Procceding of the twenty-ninth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rocling XXIX(2017)editors Lun-Wei Ku et al.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14889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集摘要. 2017: 工業4.0的品質管理發展與挑戰劉黎宗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8047 中華民國國風書畫學會聯展專輯. 第十集林錦濤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516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會會刊特輯暨2017學術論文摘要集楊蕙鈴, 楊靜婷, 李冠穎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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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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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風書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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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語言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13

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油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教師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89769 薪傳國際陶藝特展專輯.2014年 李仁燿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789783 陶泥歡喜 鄭淵哲執行編輯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211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繁體中文易讀版高雅郁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213 景觀. 2017-II 周子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2269 面對人生的勇氣 林月姑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888 運動教練學會秋季學術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2017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534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賴威伸等著;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106年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籌備委員會論文組編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401 創造思考教學 福祿貝爾恩物操作與延伸張源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1511 問事!家己來... 林金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9262 中華系統動力學學會研討會論文集. 2017屠益民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印刷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動力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運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蒙特梭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智障者家長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陶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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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245 追夢俠: 楊興生特展 孫玉霞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826 西洋教育史 劉伯驥著 臺八版 平裝 1

9789869406833 生命統計學 林開煥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924 生命統計學 林開煥編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9406840 中國書院制度考略 張正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857 社會學與教育 陳啟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864 比較大學教育 雷國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871 六藝通論 劉伯驥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888 西洋自由七藝綱要 劉伯驥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06895 美國教育制度 雷國鼎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900 歐美近代教育史 巴特斯(R. Freeman Butts)著; 劉伯驥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702 比較教育 克芮莫(J. F. Cramer), 白朗(G. S Browne)著; 雷國鼎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9490719 教育發展與心理建設 蔡保田編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90726 國文教材教法 陳品卿著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490733 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 孫廣德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740 行為科學 李長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757 中國法家概論 陳啟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90764 克什米爾與印巴關係 吳俊才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90771 孟子之政治思想 陳立夫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90788 晉南北朝隋唐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孫廣德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795 唐律通論 徐道鄰著 臺三版 平裝 1

9789869490917 比較教育制度 H. Moehlman著; 房漢佳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931 聲韻學通論 宋金印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948 經學通志 錢基博著 台四版 平裝 1

9789869490955 字學及書法 韓非木, 高雲塍編 台六版 平裝 1

9789869490962 中國文學簡述 谷世榮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490979 中國大文學史 謝无量著 台七版 平裝 1

9789869490986 孟子大義 苑覺非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90993 尚書異文集證 朱廷獻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25213 中華文化史論集 褚柏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25220 五朝詩評 高越天撰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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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晴美術館



9789869525237 國學發凡 葛勤修撰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25244 古籍叢考 高越天著 台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5251 毛詩訓詁新銓 陳應棠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25268 孔孟要義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25275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劉師培講述 台六版 平裝 1

9789869525206 理學六家詩鈔 錢穆選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104 自在之道: 大圓滿菩提心實證次第 滿一上師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13111 聖道指歸: 光明大圓滿實修淺說 滿一上師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13135 了道: 大圓滿實修竅訣 滿一上師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129 珠夢心傳. 2015: 沖繩盤珠學術參訪團參訪報告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編 平裝 1

9789868807136 珠心算應用學: 運算實務與運算思維析解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珠心算應用學教材編審委員會編著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6435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論文暨作品集. 2018張瑞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16435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論文暨作品集. 2018張瑞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907 第五屆海峽兩岸管理教育發展論壇暨2017第十二屆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徐強, 陳振燧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4907 第五屆海峽兩岸管理教育發展論壇暨2017第十二屆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徐強, 陳振燧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4907 第五屆海峽兩岸管理教育發展論壇暨2017第十二屆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徐強, 陳振燧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0627 望診之基: 頭面部五官各論 林源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3785 中華郵聯會刊. 第二十一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黃庭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珠算學術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設計創作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6

中華真智慧文化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437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2017年第5屆阿什哈巴德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9789869480444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2017第10屆弗羅茲瓦夫世界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9789869480451 奧林匹克精神講座菁英讀本. 2017 沈依婷總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5518 財產保險(專科用書) 胡宜仁, 王志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25 企業組織與管理(專科用書) 閻瑞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32 全球運籌管理(大學用書) 梁亦鴻, 黃瑞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49 人力資源管理(專科用書) 陳殷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56 英文文學欣賞(專科用書) 蔣筱珍, 王安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63 貨幣銀行學(專科用書) 鄭廳宜, 俞錚蓉, 劉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725570 基金管理(專科用書) 闕廷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87 生涯規劃(專科用書) 石雅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594 網際網路應用(大學用書) 徐敏珠, 唐日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00 程式設計(VB)(專科用書) 盧永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17 新聞英文(專科用書) 李欣欣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725624 銀行實務(專科用書) 周瑞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725631 英語會話(專科用書) 史穎君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7927 礦工謳歌: 台灣煤業奮鬥史 朱健炫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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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5313 全球經濟展望. 2018年: 跨越內外困境 迎向經濟曙光彭素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879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7年版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精裝 1

9789866724893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7, 金融業、公營事業及外資企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916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7, 服務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競技疊杯運動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華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華新華書店

中華奧委會



9789869464215 世界競技疊杯運動錦標賽成果報告. 2017年陳建川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6375 圖解保險法入門 劉振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6603 圖解刑法入門 劉振鯤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556627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6634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二十二版平裝 1

9789862558126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二十三版平裝 1

9789862558201 圖解保險法入門 劉振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558218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2559499 實用民法概要 劉振鯤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862559574 法學概論 劉振鯤著 二十四版平裝 1

9789862559611 圖解刑法入門 劉振鯤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559659 圖解保險法入門 劉振鯤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204 神龍之召 趙洪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315 太極導引. 第肆號, 心 吳文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802 小熊晃晃,你跑去哪裡啦? 茱莉亞.唐諾森(Julia Donaldson)文; 蕾貝卡.寇柏(Rebecca Cobb)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19 好多好玩的聖誕指印畫 費歐娜.沃特(Fiona Watt)著;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26 帕可好愛歌劇院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作;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33 帕可好愛非洲樂 瑪嘉莉.呂榭(Magali le Huche)作;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40 我的第一個小豬撲滿: 跟著波波奇奇建立金錢觀的第一步孟茨.雍妍(Montse Junyent)文; 盧西雅.瑟蘭諾(Lucía Serrano)圖; 邱喜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895 誰說不能往上挖? 丹.雅卡里諾(Dan Yaccarino)文圖; 李貞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949 失落的一角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林世仁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956 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 林世仁翻譯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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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中熒文化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牛頓農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626 厭世代: 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關鍵評論網, 吳承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633 在印度,我的名字是活著 徐明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89837 巴赫花精的心靈療癒法: 與身心對話李頴哲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506 民法概要歷屆試題詳解. 106-70年度李俊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513 民事訴訟法概要歷屆試題詳解. 106-70年度李俊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520 法學知識(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歷屆試題詳解. 106-95年度李俊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537 三等法學知識(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測驗題精解. 106-97年度李俊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544 五等訴訟法大意(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測驗題精解李俊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551 五等法學大意測驗題精解 李俊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3739 天眼寶石.圓紋玉(天珠.佛珠.許願石)巴魯巴作 第二版第六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297 我是一枝愛寫作的鉛筆: 一位老師和學生們的故事寫作世界山姆.史沃普(Sam Swope)著; 汪小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303 我就是這樣教作文: 沈老師的二十堂作文課沈惠芳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70 I Do As I Can動手趣學習 饒志偉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487 I Do As I Can動手趣學習, 教師手冊 饒志偉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藻外語學院外語教學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藻外語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碩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巴魯巴101文化藝術館

送存冊數共計：1

月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巴赫實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093 移動的夢想: 給下一輪少年的備忘錄林黛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0916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V: 佛教文明經典蔡耀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954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IV: 猶太教文明經典劉清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961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VI: 天主教文明經典黎建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0978 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宗教系列 劉清虔, 蔡耀明, 黎建球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00985 上癮五百年 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作; 薛絢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0992 日本邊陲論 內田樹作; 徐雪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005 誰怕黃禍?: 關於黃禍論的全面性研究羅福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012 榮格: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 Maggic Hyde文字; Michael McGuinness繪畫; 蔡昌雄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029 馬克思: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 Rius文字.繪畫; 黃耀輝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036 啟蒙學叢書經典漫畫: 大師系列 Maggie Hyde等作; Michael McGuinness等繪; 蔡昌雄等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01043 上帝.密契.人本 傅佩榮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3131 便便大冒險: 探索人體消化排泄系統、食物分解循環的奧秘Mike Goldsmith作; Richard Watson繪; 簡似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148 遊樂園大冒險: 探索人體感官、神經傳導系統的奧秘Patricia Macnair作; Richard Watson繪; 簡似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261 圖解百科翻翻書: 翻!恐龍 洛斯.馬汀作; 愛倫.山德斯繪; 簡似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278 圖解百科翻翻書: 翻!農場 洛斯.馬汀作; 愛倫.山德斯繪; 簡似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308 蘋果的祕密 Applebee Books編輯部作; 金鎮華繪; 徐鳳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315 橘子的祕密 Applebee Books編輯部作; 李亨鎮繪; 徐鳳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421 世界大發現: 你所不知道的冰雪世界(注音版)Štepánka Sekaninová作; Nike Papadopulosová繪; 徐紹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476 123觸摸書 邱嘉慧主編; 李文斌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483 顏色觸摸書 邱嘉慧主編; 李文斌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520 醫宗金鑑 (清)吳謙原著; 符錦滄重校 四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293537 醫宗金鑑 (清)吳謙原著; 符錦滄重校 四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293568 孩子們的120個大疑問. 生活篇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582 孩子們的120個大疑問. 自然生態篇 陳俊中, 曹毓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599 新編兒童讀弟子規 賴玫瑰, 郭庭芳, 熊仙如編著; 郭璧如繪圖修訂三版平裝 上冊 1

9789864293612 新編兒童讀弟子規 賴玫瑰, 郭庭芳, 熊仙如編著; 郭璧如繪圖修訂三版平裝 下冊 1

9789864293605 新編兒童讀弟子規 賴玫瑰, 郭庭芳, 熊仙如編著; 郭璧如繪圖修訂三版平裝 中冊 1

9789864293650 人的操作手冊 陳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667 世界大發現: 你不知道的地底世界 Štěpánka Sekaninová作; Marta Daeblo繪; 徐紹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674 世界大發現: 你不知道的夜晚世界 Helena Haraštová作; Jiří Franta繪; 徐紹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681 跟著孔子學論語 姜蜜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698 跟著孫武學孫子兵法 武維香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704 跟著莊周學莊子 趙予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711 跟著洪應明學菜根譚 林以維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世一



9789864293728 我的1000個動物單字 Agne's Besson著; Manu Surein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3735 我的1000個生活單字 Caroline Modeste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3759 國小專用造詞造句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293766 新編兒童讀唐詩 鄧妙香, 王金芬編著; 陳昭蓉繪圖新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3773 新編兒童讀三字經(注音版) 吳珊珊, 熊仙如, 鄧妙香編著; 陳昭蓉繪圖新 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773 愛的奇妙獸醫院 陳素宜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83780 我的青春不要只有一坪大 蔡正雄著; 蘇力卡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508 送報男孩 戴夫.皮爾奇(Dav Pilkey)文圖; 郭郁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683 認同的污名: 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謝世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690 後認同的污名的喜淚時代: 臺灣原住民前後臺三十年 1987-2017謝世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713 我在法國做圖畫書 葉俊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720 灰灰的好心情 伊勢英子作; 林真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737 灰灰的尾巴 伊勢英子著; 林真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744 臺灣棒球一百年 謝仕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751 以文學發聲: 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廖振富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768 小惡魔褓姆日記 少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775 人,你有權利 瑪格札塔.凡潔茨卡(Małgorzata Węgrzecka), 伊沃娜.札別絲卡-斯塔尼克(Iwona Zabielska-Stadmik)著; 林蔚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799 Bonjour,菜市場: 從市場到料理的味覺之路楊路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05 逆風行走的人生: 蔡焜霖口述生命史蔡焜霖口述; 薛化元, 游淑如訪談紀錄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29 早安,自然選修課 劉克襄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36 草莓 新宮晉著;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867 在耶路撒冷看見自己 許書寧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74 如果我是文化部長 卡洛兒.弗蕾歇特(Carole Fréchette)文; 提利.德第歐(Thierry Dedieu)圖; 葉俊良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602 影響護專學生基本護理學學業成就相關因素之探討王月琴, 許錦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619 護專學生成就動機、成敗歸因與基本護理學學業成績關係之探討王月琴, 許錦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581 海峽兩岸道教發展座談會紀實. 2017黃發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玄天上帝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8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玉山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144 光:以靈魂冶煉文字,在暗處發光: 第四屆移民工文學獎作品集東南亞移民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418 遠離四種執著引導文: 奧義之鑰 袞欽果讓巴大師(Gorampa Sonam Senge)著; 澤仁札西堪布(Khenpo Tsering Tashi)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868 弘光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 羅際芳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11868 弘光科技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 羅際芳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882 海外實習手札. 2017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1899 樂遊油: 探索傳統製油產業-油車間 吳宜庭等圖文創作 平裝 1

9789869615204 韓國短期海外研修. 2017 涂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439 台灣股神教你看懂操盤手選股必賺的財報祕技月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19 角落小夥伴的生活: 一直這樣就好 橫溝由里作; 高雅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33 呂昇達美味戚風蛋糕x巧手烘焙小西點呂昇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40 因為討厭韓國 張康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57 麗絲玲葡萄酒Riesling 克莉絲緹娜.費雪(Christina Fischer), 英構.斯莫保達(Ingo Swoboda)作; 葉怡昕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3271 自業: 一生成就,九大心法,開啟被動收入人生徐國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32 四腳獸獵人: 路卡 救客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56 口袋裡的印鈔機:移動網路時代求生手冊馮鉦桉,陳勇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63 亞洲插畫年鑑. 2018 賈俊國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1670 你可以財富自由: 從零開始的致富成功方程式趙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87 果醬普拉斯:純天然無添加美味100%手作果醬40道plus食譜8道張曉東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694 轉身,看見你未來的風景 Justin L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09 我愛日本購物失心瘋 Ver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23 說走就走!樂爸帶你周休二日趴趴走: 全臺嚴選101個景點,讓你輕鬆自由行!樂爸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30 1分鐘驚艷簡報術 劉滄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54 一百種溫柔生活指南 奇禾互動行銷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92 女人愛自己,從調養氣血開始: 簡綉鈺老師寫給妳的健康使用手冊簡綉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51 每天練習,成為更好的自己 游祥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布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弘光科大文創系

四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密宗薩迦塔爾畢楊澤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206 為CGF三位置的雙手節奏練習 洪秀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642 昆蟲誌: 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修.萊佛士(Hugh Raffles)著; 陳榮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659 憂鬱的演化:人類的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強納森.羅騰伯格(Jonathan Rottenbreg)著; 向淑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666 瘋狂簡史: 誰定義了瘋狂? 羅伊.波特(Roy Porter)著; 巫毓荃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218 歷史不能忘記張學良 松本一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84953 五禽戲: 神醫華陀的養生術 李章智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272 溫泉巨龍王國 山川進作; 涂祐庭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98480 文豪Stray Dogs. 4, 55Minutes 朝霧カフ力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08 臨床犯罪學者.火村英生的推理事件簿. 5, 英國庭園之謎有栖川有栖原著; 麻麻原繪里依漫畫; 江荷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15 物部古書店怪奇譚 紺吉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3822 寶貝,早安 河野裕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39 聖斷罪桃樂絲. 1, 不會乖乖聽話的絕對魔王少女十文字青作;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46 重啟咲良田. 5, 掌中伊甸 河野欲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77 混沌異書紀 天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3884 非法臥底 帕蜜拉.克萊兒作; 葑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891 文豪Stray Dogs. 12 朝霧カフ力原作; 春河35漫畫; 何宗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07 心火 琳達.霍華作; 秋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21 許諾柔情 茱蒂.狄弗洛作; 費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9738 聖斷罪桃樂絲. 2, 魔神、少年與令人憐憫的魔法師十文字青作; 郭家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809 文豪Stray Dogs樂描手帖 朝霧カフ力原作; 春河35漫畫; KEN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816 由利老師和心愛的日子 木下けい子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823 壁咚誘惑 愛麗絲.克萊頓作; 向慕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未來書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布拉格文創

送存冊數共計：18

平均律愛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570 琳達公主的廚房筆記 琳達公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365 修補溫柔心 梅莉莎.摩爾(Melissa Moore), 蜜雪兒.馬翠斯夏尼(Michele Matrisciani)著; 楊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372 老闆幹嘛委屈: 懂職場法律不吃虧 連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389 勞工幹嘛委屈: 懂職場法律不吃虧 連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9836 靈魂之愛 珊娜雅.羅曼(Sanaya Roman)著; 羅孝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928 大靈之藥 阿貝托.維洛多(Alberto Villoldo)著; 李育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935 七道神聖火燄 奧瑞莉亞.盧意詩.瓊斯(Aurelia Louise Jones)著; 陳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39959 愛希斯女神冥想有聲書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9973 守護天使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陶世惠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5739980 靈魂DNA 雷.強德蘭(Rae Chandran), 羅伯.梅森.波洛克(Robert Mason Pollock)合著; 林瑞堂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739997 神奇獨角獸神諭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王培欣.王芳屏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5102 三大超能力 桑妮雅.喬凱特(Sonia Choquette)著;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119 靈魂DNA. 第二部: 連結你神聖藍圖的實用指引雷.強德蘭(Rae Chandran), 羅伯.梅森.波洛克(Robert Mason Pollock)合著; 林瑞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126 脈輪智慧指引卡: 轉變生命的全能靈性工具箱托莉.哈特曼(Tori Hartman)著; 安德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5133 動物塔羅牌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 羅賴.瓦倫坦(Radleigh Valentine)著;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140 不要讓人黯淡你的光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林瑞堂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2635 李青萍作品集 宋振熙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4836 超Easy輕鬆玩機械手臂!使用Scratch (mBlock)語言 操控MeArm.Joystick連宏城, 連珮晴, 連紹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154 技能檢定共用項: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學科參考資料TKD技能檢定中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5161 Visual Basic 2017程式設計 洪國勝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5246 micro:bit微型電腦帶著走: 使用Python輕鬆玩陳致中,乾龍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253 遇見micro:bit: 用JavaScript Blocks積木玩轉新世界陳致中,乾龍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277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項)學科題庫必通解析AR會計研究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338 入門首選C++程式設計 勁樺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45 創意思考與創造力訓練: 含創客運動及群眾募資葉忠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369 Live 2D人物動畫設計: 培養建模(model)概念傅子恆, 劉國有, 郭子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5390 畫出璀璨.列印夢想: 從3D列印輕鬆動手玩創意張夫美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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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卡門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京實業



9789864555420 丙級工業電子學術科通關寶典 蕭柱惠, 捷達工作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5437 丙級工業電子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蕭柱惠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5444 鷹架理論的實務應用: 從翻轉教室、專題指導到教學系統開發劉國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5529 遇見樹莓派: 使用Python入門趣玩GPIO陳致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543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奪照寶典 寶鑑工作坊編著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5567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通關寶典 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四版 其他 1

9789864555550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5598 丙級室內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鄧登木編著 11版 平裝 1

9789864555642 丙級化學學術科通關寶典 廖建治, 蔡永昌編著 12版 平裝 1

9789864555659 丙級機械加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官昭吟, 張秉書, 徐原贊著 12版 其他 1

9789864555666 技能檢定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目學科參考資料: 適用中餐烹調、西餐烹調、飲料調製、餐飲服務、食物製備、烘焙食品、食品檢驗分析、中式麵食加工、中式米食加工、肉製品加工、水產食品加工TKD技能檢定企劃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66 技能檢定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目學科參考資料: 適用中餐烹調、西餐烹調、飲料調製、餐飲服務、食物製備、烘焙食品、食品檢驗分析、中式麵食加工、中式米食加工、肉製品加工、水產食品加工TKD技能檢定企劃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66 技能檢定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目學科參考資料: 適用中餐烹調、西餐烹調、飲料調製、餐飲服務、食物製備、烘焙食品、食品檢驗分析、中式麵食加工、中式米食加工、肉製品加工、水產食品加工TKD技能檢定企劃中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727 丙級工業配線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劉生武, 葉佳興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5741 全新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高效率解題技巧(使用Excel+Word - Dataset 3版)李權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5758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5789 看見micro:bit新世界—學邏輯、寫程式、玩創意陳致中, 乾龍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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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儷淑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555963 專題製作. 書面報告呈現篇(論文寫作適用)Office 2010版: 文書、統計、簡報呂聰賢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5970 丙級飲料調製學術科通關寶典 JiNa工作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987 丙級飲料調製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JiNa工作室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13877 安塞美黑膠收藏指南 侯宏易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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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9961 三隻小豬: 動手玩童話 Gwé插畫; 高竹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9978 白雪公主: 動手玩童話 Marta Sorte插畫; 高竹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9985 穿靴子的貓: 動手玩童話 Gwé插畫; 高竹馨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2443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認識巴哈的名曲艾蜜莉‧柯列作；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論譯精裝 1

9789869502450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認識蕭邦的名曲艾秘莉‧柯列作；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論譯精裝 1

9789869502467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認識莫札特的名曲艾蜜莉‧柯列作；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論譯精裝 1

9789869502474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 認識韋瓦第的名曲艾蜜莉‧柯列作；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論譯精裝 1

9789869502481 我的小小音樂大師-認識貝多芬的名曲艾蜜莉‧柯列作；瑟薇琳.葛提耶.繪圖; 李旻論譯精裝 1

9789869502498 會動的立體小汽車系列套書 Marc Clamens作; Laurence Jammes繪[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31

世界文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600 宋畫全集. 第四卷第一冊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060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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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570 光和日照大同: 老幼共學的大同福樂學堂吳文正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87 公共管理 林淑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212 砲灰女配求反轉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29 御史,好心計 唐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36 小廝與花廊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243 小廝與花廊 沈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5250 傷痕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67 邪王惑心 阿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74 強壓倒北風的太陽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81 我的暖男朋友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298 大俠也會失身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881 金光明懺齋天法儀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490 夢的旅路: 蘇小夢金工創作輯錄 蘇小夢著 平裝 1

9789865689506 蔡獻友策展藝評專集: 高雄國際機場中央畫廊. 2014-2017蔡獻友著 平裝 1

9789865689513 植物史: 蔡獻友創作論述 蔡獻友著 平裝 1

9789865689520 山水寄懷: 薛清茂現代水墨創作展 吳守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486 常用小六法 李永然彙編 十八版 平裝 1

9789574854516 幸福.慢漫遊 許幸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523 台灣宗教自由的覺醒: 從宗教團體法到宗教基本法的訂定李永然等作; 吳旻錚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馬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0148 懷鄉思親念美濃 劉洪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2953 花草 劉姬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42 城隍都是這樣練成的 魚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497 解圍之神 楊秉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19 那一年我在西非 鄭明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695 城隍都是這樣練成的 魚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5732 河南方言歷史音韻比較研究 楊家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49 心三綱: 幸福家庭記事錄 理心光明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56 走向白雲山巔: 瑞士茵佳汀 陳小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63 Formonda: The Kawaii's Destiny written by Christian WG, Kailin WG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70 量子の生死書 廖敏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87 半百上學堂: 北大家書集 黃敏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94 捷奧三姊妹: 靈魂之旅 許容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00 佛夢達: 可愛怡家族的命運 王克謙, 王凱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17 慕光羽錄.詩泛 慕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24 文藝佛心 呂真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55 中華政治學大綱 張蔚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62 遇見特暴龍 孫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5879 府城竹籬笆歲月 蕭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86 那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時空 陳昱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893 靑 台方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909 此時星光,彼時月光: 躁鬱症患病紀實吳育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916 譚崔與神音空行瑜珈蛇靈思想比較研究: 玫瑰51zAlberstar口述; 己陽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923 全彩圖解針灸美容 鄭仁鎬, 尹永熙作; 鄭鴻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5978 寶誼之心. 3 一杯飲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985 千字佛精選集: 眾生皆有佛性 法界遊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6005 學庸解義 李忠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12 城市、影像與傳播 黃淑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29 差可: 路走再遠,也要回首望望來時路洛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36 種一棵橘樹 徐滄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67 九命貓 泠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98 翩翩一生 李敏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04 跟著海倫清桃講越南語 海倫清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449 典範: 文論集 蔣理容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民報文化

生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015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七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015 法華經講義. 第十七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046 法華經講義. 第十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943 大熊的鵝寶寶 卡緹亞.吉爾曼(Jatja Gehrmann)文.圖; 李紫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0998 維那思老師的鑽石班 王洛夫文; 手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001 馬兒的呢喃 吉菈.貝梭(Zillah Bethell)著;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032 只因牠特別忠厚: 動物保護.生態關懷文選陳幸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049 書的奇想 王淑芬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063 和爸爸去爬山 許增巧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807 千手晨光: 陳顏詩集 陳顏詩.配圖.成書設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574 為了與你相遇: 100則暖心的貓咪認養故事蔡曉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98 行動數位時代の搶錢大作戰 王灝年, 方偉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581 手縫OK!超簡單寵物衣飾手作: 36種貓咪狗狗衣服x玩具x趣味飾品李知修作;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12 冥想: 每天,留3分鐘給自己 克里斯多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29 大塚太太的東京餐桌故事 大塚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36 姊妹揪團瘋釜山 顏安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43 京町家住一晚: 千元入住京都老屋民宿陳淑玲, 游琁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50 全世界都是我家: 一家五口的環遊世界之旅賴啟文, 賴玉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67 全球化的教育課: 啟發IN、管教OUT,史丹佛媽媽的美式教育心法唐蘭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74 茶經解讀 (唐)陸羽著; 移然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4944 Somewhere 邵亭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928 攝影訪談輯 姚瑞中, 章芷珩主編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左葉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幼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725 我的竹馬是男配 冬天的柳葉著; 七海iris繪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484732 我的竹馬是男配 冬天的柳葉著; 七海iris繪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484794 首輔養成手冊 聞檀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500401 首輔養成手冊 聞檀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500418 首輔養成手冊 聞檀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500449 狐狸廠公俏女皇. 上卷, 佞臣當道 七杯酒著; 崆篌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456 狐狸廠公俏女皇. 下卷, 帝心暗許 七杯酒著; 崆篌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470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630 成語四十二張牌卦理 賴棟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903 神的大能: 榮耀的見證. 6: 主燈塔同工會神聖經話語的教導專輯. 1許郭美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910 神的大能: 榮耀的見證. 7 許郭美員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3717 快樂唱歌謠: 劉福助的歌唱故事 劉福助口述; 劉國煒整理撰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407 認清法輪功 巫曉天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713 建築物火災成長防止延燒驗證技術手冊林大惠, 雷明遠, 李訓谷、陳俊貴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608 我們做布的: 永樂町織人布市社區轉型設計. 第一期有布的日子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公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北北新巢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聲廣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人民報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8

白頭翁命理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主燈塔事工

可橙文化工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800 亞洲包裝設計交流會在台北. 2017 袁世文主編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839 喔,原來如此!: 換個角度認識相對概念蘇珊.胡德作; 傑.弗雷克繪; 林士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884 小怪物躲貓貓 STICKY MONSTER LAB作.繪; 葉雨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891 橘子火車 金志安作、繪; 葉雨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907 綠眼睛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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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81914 我是女生! 雅思敏.伊斯梅爾作、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921 我會好好守護你 小手鞠琉衣作; 高巢和美繪; 張桂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938 解碼男孩: 神奇的密碼球 巴比.皮爾斯(Bobbie Peers)作; 朱恩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1952 黑白分明的斑馬弟弟 永井郁子作; 楠原順子繪; 黃惠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969 我的學校 堤吉比.費爾德肯卜作; 菲利浦.赫普曼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504 蟲蟲危機大作戰: 清除傷害生命的思想毒蟲蔡仁松, 李富華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705 建築物結構鋼結構標準圖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編輯委員會著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211 器栩皿巧: 台灣陶瓷學會當代器皿展. 2017王怡惠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70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麻豆教會130週年特刊劉錦智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801 草湖教會60週年紀念冊 王右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草湖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陶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麻豆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台灣佳美生命建造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9789869539111 愛的樂章2018聯合畫展 李伊蕉等編輯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516 台灣唸歌雙嬌: 陳寶貴 陳美珠 葉文生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209 SBIR聖經撰寫秘笈與範例大全 孫保瑞編著 [第五版]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909 超越巨塔: 白色醫療革命 余尚儒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153 登月大作戰: NASA動員6億人的行銷實錄大衛.米爾曼.史考特(David Meerman Scott), 理查.裘瑞克(Richard Jurek)作; 吳國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63 黑暗中的希望: 政治總是讓我們失望,持續行動才能創見未來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作; 宋瑛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70 大笨蛋造反指南: 如何建立用胡鬧反抗荒謬社會的革命基地松本哉作; 夏菉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87 地板會被書壓垮嗎 西牟田靖作; 劉向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294 311的釜石奇蹟: 日本大地震中讓孩子全員生還的特別課程NHK特別採訪小組作; 崔立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301 地方創生戰鬥論: 從地區活動到事業經營,必備的核心思考、步驟、技巧!木下齊著; 林書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433 小狐狸說話了 江惠淑作/繪; 蘇懿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81440 肚子餓的小青蛙 金三玄作/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6351 看話參禪作工夫 慧門禪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299 德布西撞擊 陳恒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05 當代經濟生活的經緯度: 經濟生活100問許永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12 臺灣與麻六甲的荷蘭港埠規劃溯源 洪傳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好大一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丈山力行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醫勞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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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唸歌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者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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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166 臺院訓錄(己丑年). 卷二一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173 臺院訓錄(戊子年). 卷二十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716 終極環遊世界. 2, 種子深埋 傑森.路易士(Jason Lewis)著; 劉嘉路譯1版 平裝 1

9789869558723 終極環遊世界. 3, 海角天涯 傑森.路易士(Jason Lewis); 劉嘉路譯1版 平裝 1

9789869558730 終極環遊世界. 4, 回到未來 傑森.路易士(Jason Lewis); 劉嘉路譯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193 般舟禪關日記 釋首愚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841 覺醒之後: 關於開悟的真相,以及如何將靈性覺醒落實在生活實相之中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7858 空性之舞 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7865 女性面對的戰爭: 及那些敢於抵抗的勇者蘇.羅伊德.羅伯茲(Sue Lloyd-Roberts)著; 謝濱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872 櫻桃的滋味: 阿巴斯談電影 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Abbas Kiaroslami)著; btr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001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553018 社會工作(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53032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含概要)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53049 圖解制霸社會學 陳思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056 七把刀弄懂微積分 王富祥, 游雪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3063 社會工作管理 陳思緯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53070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53087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53094 社會工作管理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考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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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葵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名山藝術



978957885901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029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036 圖解制霸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859043 國考狀元滿分作文 蘇廷羽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859050 一眼看穿社會學考題核心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067 高普特考國文搶分題庫 蘇廷羽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074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甄慧, 劉俊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8859081 不動產估價概要 莊濰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098 絕對制霸英文 洪菁珮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8859104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2合1林曉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111 超詳細不動產經紀人題庫寶典4合1 甄慧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859128 高普特考英文搶分題庫 洪菁珮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142 圖解制霸社政法規大意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8859159 圖解制霸社會工作大意 陳思緯編著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491 樹的祕密語言: 學會傾聽樹語,潛入樹的神秘世界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陳怡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688 覺醒家庭: 讓孩子成為父母的喚醒者,以覺知走出傳統教養困境喜法莉.薩貝瑞(Shefali Tsabary)著; 謝宜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695 時間之書: 二十四節氣,與萬物作息同步的大地時間余世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907 停聽看他們做繪本 在地合作社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802 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四期 簡紹琦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592819 樂高機器人組裝大全 范崇碩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769 鑑古知證券交易法 李洙德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4995 LIFE人類不知道的生存術 麻生羽呂, 筱原kaori作; 涂祐庭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008 奶.蜜.鹽的分齡教養金律: 灌溉孩子一生的安全感、樂觀自信與責任感張文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015 奇蹟!三天瘦小腹: 4萬人肯定,不適都消失,身體更精實!森田愛子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百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在地合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地平線文化



9789861365022 慢養: 用等待和陪伴,教出開朗從容的孩子錢兒媽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039 場景設定創意導引: 225個故事舞台,創作靈感一翻就來安琪拉.艾克曼(Angela Ackerman), 貝嘉.帕莉西(Becca Puglisi)作; 呂雅昕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365046 跟著RyuuuTV學日語看日本 Ryu & Yuma作 初版 其他 2

9789861365053 考試要靠爆發力!: 最強七天衝刺讀書法鈴木秀明著; 張佳雯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709 世代崩壞很有事,年輕人更該證明「我可以」豊田義博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723 (超實戰)好事情都是談出來的: 洞悉人性60招,學會到哪兒都吃香郭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643 公平與不公平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é),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文 ; 傑克.阿薩(Jacques Azam)圖; Albane Lahlou, 吳淨騁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674 誰是蘿蕾特? 佛羅倫斯.卡狄耶(Florence Cadier)作; 史蒂芬.吉海樂(Stephane Girel)繪; 殷麗君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698 馬鈴薯村的可樂餅慶典 竹下文子文; 出口佳壽美圖; 陳瀅如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559 世界史的10人:企業家帶你讀歷史,一本決策能力的教科書出口治明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573 正念情緒療法: 放下你的情緒執念,重新啟動你的人生,實現你的內在價值唐納德.艾特曼(Donald Altman)著; 陳正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597 腸道.大腦.腸道菌: 飲食會改變我們的情緒、直覺和大腦健康艾莫隆.邁爾(Emeran Mayer)著; 毛佩琦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74 走出哀傷: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訊息 詹姆斯.范普拉(James Van Praagh)著; 胡英音, 張志華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925 Arduino實驗儀器設計及程式撰寫練習鄭志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906 二十四節氣: 春夏、秋冬 [有度出版公司]編 第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892 床墊傳奇: 陳燕飛與床的世界 賴昭吟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度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宇宙花園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奇巴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365 必勝無敵視唱 譚琇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372 爵士哈農 張議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54389 和聲學 吳源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826 公主出任務. 5: 遊戲日的祕密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作; 范雷韻(LeUyen Pham)繪;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833 暴風雨過後: 用愛拂去心中的恐懼 愛蓮.羅曼諾(Hélène Romano)文; 阿多麗.戴伊(Adolie Day)圖; 高郁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0857 創新,轉動台灣生技的奇蹟: 北醫藥學系締造全球生技千億商機的故事方含識, 謝其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864 塑膠島 李明愛著;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0871 跟大師學創造力. 3: 達爾文與演化論+21個自然實驗克里斯頓.勞森(Kristan Lawson)著; 朱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888 旅程: 在尋找家的路上 法蘭西絲卡.桑娜(Francesca Sanna)著;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909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5, 器物製造篇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514 瑪竇、馬爾谷、路加三部福音合觀: 附若望福音平行文司密特著; 永泉教義中心編 五版 平裝 1

9789575468668 YOUCAT和好聖事 魯道夫.葛利希(Rudolf Gehrig)編著; 黃渼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468675 健康照護的藝術: 以創意的方式提供全人服務阿納多.潘格洛齊(Arnaldo Pangrazzi)著; 高凌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682 師主篇 耿稗思(Thomas à Kempis)著; 光啟編譯館譯台二十版平裝 1

9789575468699 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天主 費彬(Robert Fabing)著; 崔國容, 黃美基譯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705 新福傳的理念與實踐: 革新教會的整合性力量任安道著 平裝 1

9789575468712 尊重孩子,孩子也會尊重你: 化衝突為合作的七大祕訣蘇拉.哈特(Sura Hart), 維多利亞.哈德森(Victoria Kindle Hodson)著; 蕭寶森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729 真福瑪加利大.瑪都蘭納的故事 伯鐸.米格爾.拉梅特(Pedro Miguel Lamet)著; 約瑟芬.馬丁茲(Josephine Martinez, M.M.B.)英譯; 劉麗君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736 傾聽內心的聲音: 向依納爵學習分辨馬克.希柏道(Mark E. Thibodeaux)著; 左婉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743 病者之書 菲德列.奧撒南(Frederic Ozanam)著; 聖文生善會台灣中央分會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5468750 穿越痛苦,看見愛: 臨終的祝福 安琪拉.歐唐納(Angela Alaimo O'Donnell)著; 談璧輝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767 天知道你失去的痛: 助你度過哀傷的12種方法瓊.鞏茲曼(Joan Guntzelman)著; 陳怡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774 平凡中的聖者瑪利亞: 聖母論的歷史沿革Kathleen Coyle著; 周飛譯 平裝 1

9789575468781 走向沉默的話語 卡爾.拉內(Karl Rahner)著; 黃美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798 讓主靠近: 深入伊納爵靈修的一種方法威廉.貝瑞(William A. Barry)著; 朱怡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804 神學研究方法論 盧德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658 狗狗訓練全書: 以循序漸進的成長課,增強活力、迎接挑戰、加強互動凱拉.桑德斯(Kyra Sundance), 查爾茜(Chalcy)著; 張中良, 聶茸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65 世界上最可愛的貓咪毛線帽: 30款給貓主子的棒針及鉤針編織帽莎拉.湯瑪斯(Sara Thomas)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朱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音樂譜



9789869458672 零失敗花樣饅頭,花捲與包子: 家庭必備中式麵點食譜書,400張步驟圖保證成功!漢克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89 點心裝飾,基礎的基礎: 烘焙新手的第一堂課: 鮮奶油、香緹、蛋白霜、奶油霜、甘那許裝飾技巧和糕點製作盧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8696 達人親授,絕不NG款帆布包: 托特包、後背包、手拿包各種人氣款包袋&雜貨&帽子楊孟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34406 280天懷孕日誌: 懷孕到生產、媽咪和寶寶,最貼心的私記錄A.克莉絲汀.哈里斯(A. Christine Harris)著; 徐曉珮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4413 一次學會糖霜x翻糖點心: 12個有趣主題、近60款令人驚喜的糖霜與翻糖餅乾,超簡單、零失敗,最適合親子一起玩的手作食譜書!海頓媽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20 鉤針版.立體造型動物毛線帽 凡妮莎.慕尼詩(Vanessa Mooncie)作; 趙睿音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37 幸福烘焙的第一本書: 臉書社團按讚破千食譜精選、社員瘋狂跟做,網路接單熱門商品、小資創業必學清單!Jeanica幸福烘焙分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44 餅乾,基礎的基礎: 讓烘焙新手超有成就感的四大類不失敗餅乾配方與實作玲玲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51 BrianCuisine不萊嗯的烘焙廚房: 40道精選人氣食譜配方,12個法式甜點技巧,近2萬字烘焙知識,50部影音教學示範,自學烘焙的隨身導師!Brian Lin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68 人人都喜歡的巧克力點心: 從新手到進階都會做的蛋糕、慕斯、塔派、餅乾、糖果、飲品和裝飾、醬汁金一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806 問風問風吧 馮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13 行路女子: 記每個將要永恆的瞬間 吳緯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20 5596倍的奮鬥: 大里農會CEO林金泗的前進哲學顏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37 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 林育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44 台北說城人 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51 睡美男 李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68 四季 向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659 德意志危機 蒂洛.薩拉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73 專利戰爭 久慈直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80 超簡單的5堂職場數學觀念課,讓你從此不吃虧、不受騙,不犯錯深澤真太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97 天才.田中角榮: 他建設了日本,卻因為貪腐下台。二十年後,昔日的政敵選擇為他平反石原慎太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03 錫安主義:從猶太家園到猶太民族主義米爾頓.維歐斯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10 日本近代文豪100年: BUN-GO!透過文豪之眼閱讀日語,深入時代與文學的核心戶田一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727 賺錢筆記: 1天1分鐘,賺進1千萬的最強筆記術田口智隆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41 煮今天的晚餐,順手也把明天的分準備好!能夠輕鬆實踐的自炊輕生活提案渡邊麻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72 控場力:向日本一流MC偷學!不出面、站旁邊、隱身幕後,也一樣帶好團隊、與活動的技術三枝孝臣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281 大樂之鑰 淨光法師講述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011 本末: 永續島嶼.創意靈光 吳虹霏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圍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光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有鹿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1198 酶: 決定生老病死美 楊中武, 韓謹鴿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04 雜阿含經選集 (宋)三藏求那跋陀羅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11 重返修養 新渡戶稻造著; 王成, 陳瑜翻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5986 浯島金門.當代紀實攝影的創作觀點: 2017年溫志維攝影作品暨創作理念溫志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635993 尋廟鹿港.台灣廟宇建築實紀攝影: 2017溫志維攝影作品集溫志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636907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AII2017)論文集. 20172017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委員會編輯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034 永續經營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7: 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十五屆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287 民生電子研討會(WEC 2017)論文集. 2017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447 衍生造形產品設計的演變與未來 黃英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901 烈日.戈壁.蒼茫大地: 政大戈12A隊的汗水、淚水與回憶政大戈12A隊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323 公務員行政法精義 郭祥瑞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423 芳香精油塔羅 朱玫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560 光明珠璣集 光慧文化編輯 再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68607 雲川拾遺 許天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614 道脈傳承錄 聖賢仙佛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621 道脈傳承錄.摘錄 聖賢仙佛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638 躍進E世代: 互動式的道場教育 孫寶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645 光明的智慧. 10, 道之宗旨白話聖訓選輯聖賢仙佛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向瑞事業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字裡行間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262 文化領導力40關鍵字 耿一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62 文化領導力40關鍵字 耿一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79 碧空的卡農: 航空自衛隊航空中央樂隊記事福田和代著; Miy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86 續航你的導航力: 文化領導力論壇暨工作坊活動實錄. 2017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86 續航你的導航力: 文化領導力論壇暨工作坊活動實錄. 2017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32395 聖經教義問答 范一凡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401 讚頌詩集 李昭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425 聖佳蘭: 道路和明鏡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32 方濟會的身分認同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49 聖達勉堂基督聖像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56 方濟會的生活方式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63 追隨方濟: 方濟會神修觀 胡健挺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70 方濟精神與生活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87 方濟: 神修旅程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494 萬物讚頌歌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500 聖經教義傳習 范一凡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517 感恩與讚頌: 在建築與藝術中遇見信仰高達德等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524 懷念大學歲月與我的良師益友 羅文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531 福傳講題 范一凡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548 神州行 羅文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555 亞西西的方濟: 遺產及其繼承人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562 亞西西的方濟: 作品中的信息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579 亞西西的方濟: 作者與神修導師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586 亞西西及獨修地: 方濟精神之旅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09 天主,至聖的父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16 亞西西的方濟: 陪同方濟十五天 高達德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23 信仰分享 范一凡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630 亞西西的方濟: 太陽與希望 高達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47 把福音活出來: 甲、乙、丙三年主日福音分享. 第三冊蔣劍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61 基督昔今始終: 快樂希望50年 袁世敏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85 草地遊子也憶錄 陳欽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692 我回憶: 十篇皈依的故事 麥克儉神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715 多瑪斯倫理學的當代性 潘小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289 把福音活出來: 甲、乙、丙三年主日福音分享.第二冊蔣劍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32340 銘飢鏤骨: 見證回憶錄 范一凡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7632357 認識聖經 范一凡編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至潔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有樂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882 余金龍著作集. VIII, 李商隱論. III 余金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09899 余金龍著作集. IX, 李商隱論. IV 余金龍著 平裝 2

9789869597906 余金龍著作集. X, 李商隱論. V 余金龍著 平裝 2

9789869597913 余金龍著作集. 11, 李商隱論. VI 余金龍著 平裝 2

9789869597920 余金龍著作集. 12, 李商隱論. VII 余金龍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96395 名龍遊山玩水旅遊同業手冊. 2018 賴燿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6714 珍藏老篩: 廖枝德 李朝倉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1918 紫微斗數命盤全集 龔畇甄編印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841925 紫微斗數命盤全集 龔畇甄編印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255 揭開恐龍的一生 東尼.吉本斯繪; 鄭美玉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530286 我是謝寧 謝寧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101 聖典愛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105 原力思辨: 哈佛法學教授用星際大戰解析生命中重要的事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著; 林力敏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112 史丹佛大學心理學講義,人生順利的簡單法則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著; 高宜汝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129 影響孩子一生的金錢對話: 全美理財教育專家給父母的建議貝絲.柯林娜(Beth Kobliner)著;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136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課: 上完這堂課,世界都會聽你的史都華.戴蒙著; 洪慧芳, 林俊宏譯修訂初版平裝 2

9789861343143 如何過你想要的生活?: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人生整合課史都華.佛里曼著; 胡瑋珊,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150 為何我們喜歡興奮,需要緊張: 哈佛醫學院研究員的53個活化大腦練習川崎康彥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安麗露雅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鴻印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企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名龍育樂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螺大橋藝術兵營

合慶國際圖書



9789861343167 給你10萬,你怎麼做到10億?: 史丹佛大學最強創業養成課,天使投資人李笑來解讀李笑來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174 訂製完美: 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 黃慧慧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703 里仁20週年特刊 陳秀麗等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81 政治未來 紀舜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308 禪心料理 永康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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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574377 心.覺悟之路: 八宗祖師圖文書. 1, 慧遠、達摩、智顗、吉藏編輯小組改寫; 夏宜嵐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384 心.覺悟之路: 八宗祖師圖文書. 2, 道宣、玄奘、善無畏、法藏編輯小組改寫; 夏宜嵐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407 心.覺悟之路: 四大菩薩圖文書. 1,大悲 觀音‧大智文殊編輯小組改寫; 謝玫真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414 心.覺悟之路: 四大菩薩圖文書. 2,大願 地藏‧大行普賢編輯小組改寫; 謝玫真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445 幸福的白饅頭: 佛光山叢林學院參學記事有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469 人間佛教見思錄 滿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614 貓的達人 林家慶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4178 監獄行刑法表解 王硯元, 司馬青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24185 架構式稅務法規&測驗題庫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70681 法學緒論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698 司法法學緒論(大意)百分百測驗題庫: 完全命題焦點攻略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541 驗光生綜合測驗題庫本 傑西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602 高普高分公共政策POINT歷屆主題申論題庫沈平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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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我在品牌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里仁事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未來研所



9789864971626 稅務法規申論題庫Q&A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971657 鐵路工程大意(含鐵路養護作業大意)(含測驗題庫)韓新, 鄭鑫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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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971848 電力系統(高普考專用) 程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1978 犯罪學主題式混合題庫Q&A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12 教育行政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74 國際經濟學(含國際經濟組織) 程瑋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2098 高分公共管理: POINT歷屆主題混合題庫沈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104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暨心理測驗)鄭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128 國文實用心法 卓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135 國語文學堂測驗 陳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197 主題式教育測驗與統計分類混和題庫Q&A高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203 電力系統(鐵路特考專用) 程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210 專業交通行政歷屆申論題庫 劉奇, 韓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227 公共政策精論: 個案分析與應用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241 管理學x經濟學大滿貫 王毅,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258 飛航管制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265 航務管理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等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302 國小數學歷屆試題 呂興, 陳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2326 企業管理(企業概論.管理學) 王毅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340 民用航空法 鄭中基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2371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08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18 初等行政學大意(概要)精典. 108版 陳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63 初等國文測驗加強版公文格式用語及應用文精要. 108版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70 初等國文完全攻略(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108版林嵩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87 初等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94 初等公民速解. 108版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17 交通行政(大意)3 Point. 108版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55 國文歷屆測驗試題全解(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108版江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62 勞工法規宏觀 徐宏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79 初等行政學(概要)大意. 108版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86 土地法(概要)大意3 Point. 108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93 土地行政大意3Point. 108版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647 社會工作與社政法規大意主題關鍵內容&精選試題演練解析. 108版張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654 三等外交領事人員: 歷屆綜合題庫 卓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661 四等外交行政人員: 行政組歷屆綜合題庫卓村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678 銀行法(重點&題庫、雙效學習) 陳晟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2685 高考租稅各論. 107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22 警專國文 田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39 公共管理核心讀本 沈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46 行政學POINT歷屆主題申論題庫 沈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53 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60 各國人事制度 張秉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777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吳俊, 吳江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84 捷運法規及常識 林敏玄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2852 企業概論x法學緒論-大滿貫 王毅,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876 台電新進僱員公民歷屆試題全解. 107版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883 公民(含法律常識) 林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920 企業管理題庫-破point 王毅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768 小朱鸝 周見信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17782 阿亞的奇幻歷險 孫晴峰文; 陳志賢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17799 麗莎與卡斯柏: 我們認識的第一天 安.居特曼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圖; 尉遲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04 麗莎與卡斯柏: 下雨天好無聊 安.居特曼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圖; 尉遲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11 麗莎與卡斯柏: 麗莎坐火車 安.居特曼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圖; 尉遲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28 麗莎與卡斯柏: 龐畢度中心的秘密派對安.居特曼文; 喬治.哈朗斯勒本圖; 尉遲秀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35 飯糰忍者 北村裕花文/圖; 林禮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42 我,愛貓 游珮芸文; 呂游銘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59 我,是貓 游珮芸文; 呂游銘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0347 互動日本語. 初級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410354 互動日本語練習本. 初級1 佐藤生, 何欣俞, 楊ちあ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557 閭山地府進錢科儀 永靖大法宗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677564 閭山觀落陰寶鑑 永靖大法宗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7564 閭山觀落陰寶鑑 永靖大法宗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75546 增註八字提要戊己部 韋千里原著; 徐宇辳增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027 雜阿含經: 修多羅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宋)天竺三藏求那拔陀邏譯平裝 1

9789869489034 雜阿含經: 記說、祈夜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宋)天竺三藏, 求那拔陀邏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宋林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希伯崙公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143 上帝對我這樣說 張大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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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70391 工業風家具DIY練習BOOK Gakken授權; 陳映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853 What's in my room小空間&小角落專屬: 雜貨×花草盆栽布置特選150主婦と生活社授權;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877 一個模具就ok!簡單作零失敗の純天然暖味甜點藤井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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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0728 小孤單的爸媽: 妳的托育可以很時尚陳麗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735 Phonics as easy as ABC 鍾家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742 生活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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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5713 忠實的父母: 按聖經教養兒女 瑪莎.佩斯(Martha Peace), 史都華.史考特(Stuart W. Scott)作; 趙彩容, 李士虹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720 曠野子民 歐帕瑪.羅伯森(O. Palmer Robertson)作; 翁洋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866 畫龍逐鹿: 止微室談詩 秀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04 詩人詩世界 向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11 濛濛詩意: 蕓朵論新詩 蕓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35 新詩創作學 蕭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42 與歷史競走: 臺灣詩學季刊社25週年資料彙編林于弘, 楊宗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59 翻轉,師大 王彩鸝, 黃兆璽, 胡世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66 新詩跨領域現象 白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73 教你讀唐代傳奇: 玄怪錄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80 本土的現實主義: 詩人吳岸的文學理念謝征達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良品文化館

李欣芸音樂製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4651 文字,我的另一種存在 渡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28 感應 Response: 李魁賢台華英三語詩集李魁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80 張海鵬<>及其相關問題 劉學倫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03 傳道報國: 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1945)盧啟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03 傳道報國: 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1945)盧啟明著 一版 平裝 2

9789863264958 半空的椅子 若爾.諾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65 臺灣詩學截句選300首 白靈編選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72 尹玲截句 尹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89 晴空莊的夏日 佐渡遼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96 天鵝死去的日子 邱常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09 浮士德的愛情 陳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16 流眄 林淑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23 我非我: 卻顧所來徑 林淑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30 卡夫截句 卡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47 灰燼 金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54 史萊芬寓言: 軌跡 卯金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61 明清政治與社會: 紀念王家儉教授論集朱鴻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78 截句選讀/卡夫 卡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092 睠睠懷顧: 台北縣政府的那些年 尤清, 孫廷龍, 林豐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160 厄法達: 當代天主教漢語詩選 任安道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177 故鄉的溪流:張玉芸詩集 張玉芸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941 台灣.國家.國際法 台灣國際法學會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184 憂傷似海 邱振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191 格拉古夢魘: 勞改回憶錄之三 張先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07 論故事新編小說中的主體介入 朱崇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14 貓眼,或者黑眼珠: 莫渝情詩集 莫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21 The Sign,等我,在馬里蘭 徐亦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83 重組東海岸 周慶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13 公無渡河: 民初歷史小說 蔡秀詞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3557 ICU急戰手冊 Gyorgy Frendl, Richard D. Urman作; 蘇理盈等譯臺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324 Luminophore 發光體 張哲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30

沃特庫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伽馬實業

秀威資訊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457 伊斯坦堡三城記 貝坦妮.休斯(Bettany Hughes)著; 林金源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372464 未來年表: 人口減少的衝擊,高齡化的寧靜危機河合雅司著; 林詠純,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471 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界的生存之書蔡社長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488 我也來做一回貓: 善用貓咪行為學, 讓你自由、優雅又魅力四射史蒂芬.嘉涅(Stéphane Garnier)著; 梁若瑜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495 知性對話必備!提升素養的生存之書蔡社長著;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01 如果春秋戰國是個班級: 半小時漫畫中國史二混子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902 瓷定瞬間: 李國欽瓷藝作品 李國欽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845 成境: 薛保瑕個展. 2017 薛保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8326 生命教育 王筱寍, 林明媚, 劉華真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308 香草世界奇幻旅程: 君達30年成長之路尹純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1520 清風明月: 林章湖水墨展 林章湖著作 平裝 1

9789868831537 一花一世界: 潘鈺 潘鈺[作] 平裝 1

9789868831537 一花一世界: 潘鈺 潘鈺[作] 平裝 2

9789868831544 醉楓染墨: 高小云作品集 高小云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281 實用臨床中藥應用 劉接寶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40298 腧穴名稱由來與應用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304 經絡辨證與針灸臨床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君達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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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赤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李國欽陶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706 食在好粥: 中醫師的66道排濕補氣、調體腸胃、益氣養生的對症養生帖楊淑媚, 蔡昆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713 面對家人的情緒勒索:修煉你的心,掌握能量流動,其實你也能做得很好安一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1127 言之罪 咎Q漫畫; 鬼畜貓編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810 體育課程與學生社會適應力之相關研究楊建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209 瑜璟芳華 林定三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5888 61億人都在學的聽力、口說技巧: 王舒葳老師英文聽力、口說特訓班王舒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85895 連雅思主考官都讚嘆的雅思閱讀高分祕笈James Brown, Hanna H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5918 用句子背GEPT全民英檢中級單字 何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617 用6大單字記憶法記10萬個英文單字我識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21679 陳子璇的7,000單字排行榜 陳子璇, 蔣志榆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9321693 地表最強英語會話12,000 Stephen Black, John Dix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807 我的第一本英文寫作教科書: 全圖解倒三角型寫作法傅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57838 用24小時學好英語: 模擬全英生活環境,學會從早到晚的生活英語Gina Kim著; 林建豪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7845 NEW口袋裡的英語會話 我識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7869 NEW口袋裡的日語會話 我識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164 我的專屬越語家教課 黎清映芳, 黎清映娟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39524 我的專屬德語家教課: 中級 黃靖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39531 陳子璇帶你戰勝高中英文 陳子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369 排身體的寒 蔡仁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376 補身體的虛 楊力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奇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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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獸人傳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伯樂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快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128 古木故事: 鄭範錫的人生智慧散文 鄭範錫作; 沈梅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135 和平足球 鄭明析作; 臺灣主翻譯局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142 幸福會來臨 鄭明析作; 李潔茹、鄭語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7159 愛上我,你瘋狂了 馬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4100 鬼島大進擊 曾建華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054 金控中心人力資源適應性研究: 以壽險公司人力內勤轉外勤為例柯俊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061 台灣股市連假效應之研究 金鐵英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039 太極拳透視 陳傳龍著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31046 太極拳透視 陳傳龍著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31053 太極拳透視 陳傳龍著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449 禪思與禪詩: 吟詠在禪詩的密林裡 楊惠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494 20分鐘稱霸統測英文綜合測驗 莊靜軒, 蕭美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548 國史新論 錢穆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719 初心印會會員作品集. 第二輯 初心印會全體會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687 復仇者聯盟聖典 Matt Forbeck, Matthew K. Manning, Dan Wallace 等著; 李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0760 失蹤 卡洛琳.艾瑞克森著; 郭騰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0791 黑寡婦. 2, 赤色復仇 瑪格麗特.史托爾(Margaret Stohl)著; 彭臨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44 恐懼罐頭 不帶劍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初心印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力漫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大金融創研

明人出版



9789869563451 雨野原傳奇. 1: 巨龍守護者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68 雨野原傳奇. 2: 巨龍隱地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75 雨野原傳奇. 3: 巨龍高城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82 雨野原傳奇. 4: 巨龍之血(完結篇) 羅蘋.荷布(Robin Hobb)作; 李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04 有匪. 1, 少年遊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11 都市傳說. 第二部. 4, 外送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28 迷霧之子: 執法鎔金: 悼環 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作; 李玉蘭, 傅弘哲, 吳冠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35 詭圖: 地圖歷史上最偉大的神話、謊言和謬誤愛德華.布魯克希欽(Edward Brooke-Hitching)著; 周翰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0242 有匪. 2, 離恨樓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7482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專輯: 中華國際墨彩藝術學會. 第十三屆白宗仁, 劉坤錦, 張芳甄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7931 Words of Wisdom: a book for intelligent poeple and/or those who wish to become intelligent張慧男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6852 聖皇新天公太平盛世 無上聖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6073 易經與論語. 第三卷 吳秋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306073 易經與論語. 第三卷 吳秋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89348 青春花心中 河井英槻作; Shion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97435 DORIKEI狂熱理科部女子高生 青木潤太郎原作腳本; WADAPEN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20180 外天之夏 佐木飛朗斗原作; 東直輝漫畫; 吳傳賢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2301 爆麗音 佐木飛朗斗原作; 山田秋太郎漫畫; 趙秋鳳譯平裝 第4冊 1

9789863377764 百合鐵: 私立百合女子咲高校鐵道部松山清治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0082 乙女帝國 岸虎次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83182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483816 星媽該做的事 星崎真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89436 極樂女子宿舍 宮崎摩耶作; 涂祐庭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1192 昨日之歌 冬目景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0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王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牛頓藝術科技



9789863655978 結界女王 林達永, 金光鉉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3656814 GOKUSAI: 極彩 猿渡哲也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7897 破壞獸 本田真吾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659341 SOUL CATCHER(S)靈魂捕手 神海英雄作; Shin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0192 多國籍女子高 空絵組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4602 東方茨歌仙 ZUN原作; あずまあや漫畫; kinnsan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824619 魔法少女鈴音 Magica Quartet原作; GAN作畫; 蔡夢芳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5319 G-Sketch: 幽靈素描 パプリ力紳士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5845 名偵探貴島同學 馬田イスケ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5975 神明居住的家 有永稻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002 平安女子部! 夏目ココロ作; 簡廷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826453 七龍珠彩色漫畫. 人造人.賽魯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6514 七龍珠彩色漫畫. 魔人普烏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827528 海傑怪童 井上紀良, 伊藤福八, 中川卜シヒロ作; 林志昌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7924 動物偵探小圓的推理日誌 宮崎克原作; 左藤圭右漫畫; 王薇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1903 蒼狼大帝 岡田卓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2078 百草同學 大竹利朋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3587 妖怪少女MONSTER GIRL 船津一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3594 妖怪少女MONSTER GIRL 船津一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4249 I.少女 高山としのんり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5185 天空侵犯 大羽隆廣漫畫; 三浦追儺原作; 趙聖媛譯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5383 終點unknown 杉浦志保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6069 幻想女人國 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7295 食夢者瑪莉 牛木義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319213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319220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9121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9138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319145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152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319169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9176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319183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9190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319206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21040 大師: 普林尼 ャマザキマリ(山崎万里)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1088 甦醒&沉睡 連打一人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3198 舞動青春 竹內友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3525 魔法少女 貞德 蛙空原案; 木升狐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638 朋友遊戲 山口ミコト原作; 佐藤友生漫畫; 賴瑞琴譯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4836 惡夢Funk 竹村洋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26526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26793 怪怪守護神 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626908 DEAD Tube死亡影片 山口ミコト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097 女王陛下的繪師 私屋カヲル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7387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29176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黃依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29428 鄰座同學是怪咖 森繁拓真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0103 芙拉拉一個人什麼也做不了 渡邊ポ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0468 軟爛男賴上可憐的我 かむ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75104 超速球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3483052 三角窗外是黑夜 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8085 帆奈老師請工作! 林哲也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1339 產科醫生鴻烏 鈴ノ木ユウ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1988 楼日梯子FANBOOK 楼日梯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2848 上班族金太郎五十歲 本宮宏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886 La Vie en Doll人偶人生 井上淳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893 La Vie en Doll人偶人生 井上淳哉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2930 漫步奇妙世界 PEACH-PIT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978 村祀 山口讓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985 村祀 山口讓司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3265 排球風雲: 約定的球衣 大島司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289 軍師姬 吉野貝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3432 終點unknown 杉浦志保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3838 無節操☆Bitch社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刻托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477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韓珮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4668 視線所及的甜蜜陷阱 倉橋蝶子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704675 愛得太過的人 一城れもん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704873 百足 フクイタク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016 新娘特別班 千明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078 警察大哥巡邏中 からけみ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733 天久鷹央的推理病歷表. II, 魅影病房知念実希人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4706174 弁天ROCK YOU. 渡会けいじ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6181 弁天ROCK YOU. 渡会けいじ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6594 像我這麼沒用也OK嗎? 日羽フミコ作; 風間鈴譯 平裝 1

9789864707331 12BEAST 十二魔獸 オカヤド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7775 若林同學不讓大叔睡 音井れこ丸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959 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 柚木N'漫畫; 謝子庭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8253 木嶋同學的危險學園祭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708802 青春X機關鎗 NAOE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09007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9274 七龍珠彩色漫畫. 比克大魔王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281 七龍珠彩色漫畫. 比克大魔王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311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9441 世界變得寂靜無聲 井伊イチノ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9526 真的假的?我要主演BL電影!?(還是演小受)メオ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709823 歡迎光臨鹿高競舞社 橫田卓馬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0313 熊巫女 吉元ますめ作; Shin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20832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原作; 福田直叶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051 鈴醬NOW!SSs sezu作; 偽善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136 最強監察醫 rechi, ムネヤマヨシミ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1358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1570 新假面騎士SPIRITS 石ノ森章太郎, 村枝賢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21617 粗點心戰爭 コトヤマ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1754 蜂蜜鏡面巧克力: 執事生涯開始了 アオイ冬子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2966 琴逢對手88 川崎宙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376 紅眼機甲兵 神堂潤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23666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香月日輪, 深山和香作; 黎蕙慈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24489 女王陛下的補給線 力ワグチ夕ケシ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502 囚獄的虛空 秋月壱葉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892 充電完畢!!家電娘 こんちき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5165 粉雪般的愁緒 東原さき作; 江荷偲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5264 天才麻將少女 小林立作; 黃士則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25356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韓珮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6100 西遊筋: 唐山葬 OTOSAMA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124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131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520 SSG: 名門男校血風錄 櫻井しゆしゆしゆ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575 交血之組曲 斧竹尾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605 VECTOR BALL向量球 雷句誠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865 極彩之家 びつけ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896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精華版): 金田一少年之敢死之行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1

9789864826926 凡爾賽玫瑰 池田理代子作; 郝致均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2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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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828029 隱瞞之事 久米田康治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995 LOVE至上! 鳥海よう子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27039 INFERNO地獄 高殿丹原作; RURU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077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西尾維新原作; 浅見よう漫畫; 趙秋鳳譯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206 吃下媚藥的哥哥盯上了我的XX!? えい吉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251 殺伐的同居生活 わんにやんぶ一, 魚介忘太作; 方郁仁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7350 晚安.開膛手.傑克 二宮愛原作; 名尾生博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442 29歲單身中堅冒險家的日常 奈良一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527 王室教師海涅 赤井ヒガ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589 妖怪學校的菜鳥老師! 田中まい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596 妖怪學校的菜鳥老師! 田中まい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657 今天的可魯貝洛斯 桜井亞都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749 罪X10 山內泰延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848 鑽石王牌act II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7855 鑽石王牌act II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886 一床被子兩個人. えい吉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893 我開始在GAYBAR打工了. 結城ア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909 我開始在GAYBAR打工了. 結城ア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074 純愛塗鴉 小林俊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28081 野球太保 七三太朗, 川三番地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28166 十: 忍法魔界轉生 山田風太郎原作; 瀨川雅樹漫畫; 吳勵誠譯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28562 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樫木祐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9200 DNA沒有告訴我們的事 明太郎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255 Im: 大神官印和闐 森下真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309 少女不十分 西尾維新, 服部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453 魔女的心臟 matoba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545 思春期的鋼鐵少女 渡辺靜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576 滿溢的水果塔 浜弓場双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29644 FIRE PUNCH炎拳 藤本タツキ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651 FIRE PUNCH炎拳 藤本タツキ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1507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835 被情欲撬開的身體 藤崎こう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0043 高嶺之花快到我懷裡!! 夏目あやの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0203 觸碰到你的心聲 本名和幸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371 翼國留學記 久世岳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0524 Dr.PRISONER死囚醫生 上田敦夫, 石川小松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0654 LET'S!排球少年!? レシ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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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860685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0739 熱愛超商的大小姐 松本明澄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0746 熱愛超商的大小姐 松本明澄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0821 -無盡連鎖-. 1, 可能性的起點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864861330 憂國的莫里亞蒂 コナン.ドイル原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1347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1422 時鐘機關之星 榎宮祐, 暇奈椿原作; クロ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1606 亞人醬有話要說 ペ卜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1620 田中君總是如此慵懶 ウダノゾミ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1651 樓下的腐男子 黑岩チハ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1705 X光室的奇蹟 橫幕智裕, 森泰士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1828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 遠藤ミド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1835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 遠藤ミド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1965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原作; RoGa漫畫; 張绍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2467 無邪氣樂園 雨蘭作; 吳傳賢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2795 誰殺了賢者? 奈々本篠介原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2825 MONONOTE江戶奇忍譚 宮島禮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2832 MONONOTE江戶奇忍譚 宮島禮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2849 MONONOTE江戶奇忍譚 宮島禮吏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013 睡夢男孩!: ～胡蝶咲高校夢部～ カスカべアキラ作; Shin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044 關於我不能放開的那傢伙 吉尾アキラ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3051 來,愛上我吧 倫敦巴里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3068 在九十九咖啡店相逢吧 不破慎理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864863150 因為喜歡才吻我嗎? 木下けい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3167 17生徒 木下けい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181 夢的園地 吉田ゆうこ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3198 戀愛是現實主義的夢想 吉田ゆうこ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3297 鉗住青春 橘ミズキ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3358 Back Street Girls後街女孩 ジャスミン.ギ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3396 鐵拳小子Legends 前川剛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63457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comic 平坂読, 伊童, カントク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877 DOGS 里つばめ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4126 不專業轉職死神和不良教師 咪兔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171 鳥籠中的你 水名瀨雅良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4188 Infini-T Force未來的軌跡 タツノコプロ, 小太刀右京作; 江思翰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218 靈魂奪還者South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263 惡魔咩姆咩姆 四谷啟太郎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287 鐵臂亞當 吾嬬竜孝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294 排球少年!!完全導讀手冊排球本!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4300 家庭教師REBORN! eIDLIVE宇宙警探365角色書: 天野明插畫集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864864331 DK是候補新娘. 高田ロノジ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64348 墜入情網的笨蛋 日渡春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4362 填滿愛的答案格 椿かつみ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64379 醜小鴨王子 風緒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4430 琥珀色的霓虹燈 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4515 體感溫度PLUS 九条AOI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4522 不消失的耳洞 あがた愛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4607 扭曲的汞齊 石山諒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614 扭曲的汞齊 石山諒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621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鈴木大輔原作; 肋兵器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4645 無法反抗聰明的野獸 スナエハタ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64652 我突然被室友標記了 千葉たゆり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64676 異世界魔物培育家: 帶著外掛悠哉養成中柑橘ゆすら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4720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744 破碎的瞬間 竹宮ゆゆこ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864864935 鑽石王牌B!青道高中管樂社 寺嶋裕二原作;馬籠ヤヒロ漫畫;方郁仁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5055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65109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130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5154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65178 七大罪Production 坂元千笑,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239 格差天堂 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5253 豔漢 尚月地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5277 戴上眼鏡, 就交到第一個男朋友!? 渦井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5284 跟哥哥在一起就睡不著 木下ネリ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5291 軟男跟蹤狂 宝井さき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65307 村瀨、在全校廣播中XX吧 鳥丸太郎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5314 舞醉神迷 夏下冬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65321 社團活動後的秘密情事 さつきあしや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65338 這一定是夢中之吻 風緒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865376 就算你死了也不離開你 柴作; 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65598 熱情是一種罪 かんべあきら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5604 裁縫師與少爺 大島かもめ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864865611 陰與晴的境界線 大島かもめ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65628 溫柔的你會撒謊: 道魯德飯店 かんべあきら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5635 小孩x大人的方程式 マヤミ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65642 BE MY BABY 春山モ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5871 正在侵略你的XXX ヤマvびっこ作;黃依齡譯 平裝 1

9789864865888 惡食與餌食 本庄リ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5895 善變的獵豹 ウノハナ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5918 小柴與牧羊犬先生 池森あゆ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4865925 兩個人的漫長對話 こめ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5932 當個惡魔般的乖小孩就好啦 紙屋メモ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65949 這顆星星上最明亮的地方 75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65956 討厭的那傢伙幫我告別處男了 小雨田ゆう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65963 鬼島同學又恨又愛的他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5970 火影忍者710解謎大全 岸本斉史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864865994 宇智波佐助的寫輪眼傳 岸本斉史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6021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66038 élDLIVE宇宙警探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6052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6076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6090 薩維爾街的誘惑 イノセ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864866250 比愛更深刻… 立野真琴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6342 懶散的他與笨拙的我的教育同居生活いさき李果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6359 1和2和15 きリんこ原作; なるせいさ作畫; 李芝慧譯平裝 1

9789864866441 工作細胞 清水茜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6496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66557 藍蘭島漂流記 藤代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66571 高嶺之花快到我懷裡!! 夏目あやの作; 刻托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6717 遙控男友. II 志々藤からり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6724 Loved Circus 朝田ねむい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866731 孤獨之鷹戀上的人 黑岩チハヤ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7097 銀之匙 荒川弘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7127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7134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67172 進擊的巨人Before the fall 諫山創原作; 士貴智志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67202 魔女的使命 水薙竜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7233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7257 ONE PIECE PARTY航海王派對 尾田栄一郎原作; 安藤英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7530 天久鷹央的推理病歷表. III, 密室偏執狂知念実希人作; 周若珍譯 平裝 1

9789864867554 監守官 常守朱 三好輝漫畫; サイコパス製作委員会原作; 林佳祥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615 深夜的戀愛同盟 みちのくアタミ作畫; 刻托譯 平裝 1

9789864867622 關於他讓人無法理解的事 碗島子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67639 被狗盯上的貓 ぴい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864867646 同居生活的心跳緊張與歎息 千葉リョウコ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7653 這不可能是戀愛 芒其之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7707 送到你身邊 厘てく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7721 我才不會發出那種聲音 鬼嶋兵伍作; 子熊譯 平裝 1

9789864867776 沒有你，我八成也… 蔓沢つた子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864867783 失敗者們的愛情 理原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67790 URATAROU溫羅太郎 中山敦支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837 鬼滅之刃 吾峠呼世晴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905 掉在星星上的畫筆 櫻川なろ作; 翁蛉玲譯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67912 掉在星星上的畫筆 櫻川なろ作; 翁蛉玲譯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67929 黑夜遊行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943 魔王遭難中: 旁邊還有愉快的伙伴們唷遠田Marimo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967 新約Marchen 鳥飼やすゆき原著; Sound Horizony作; 澤野凌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8025 四十四個夢 第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8100 覺得兒子超可愛的魔族媽媽 十五夜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8193 [rift]裂痕 こん炉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864868209 青春兵器NO.1 長谷川智広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8636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8681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8711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68728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68766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68773 亞人 桜井画門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68803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8810 我家戀愛好麻煩 おわる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8889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68896 聖哥傳 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8957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69039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69046 蒼耀的操偶師 翼翎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9077 網遊也可以這麼仙. 03, 故人 貓邏作 平裝 1

9789864869145 黑之夜刀神. 1, 我能為你做的一切 手島史詞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864869169 異世界魔物培育家: 帶著外掛悠哉養成中柑橘ゆすら作; 吳苾芬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9190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何力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9220 抽籤贏得大獎: 大開無雙後宮 三木なずな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237 -無盡連鎖-. 2, 不死獸群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864869244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2, 為夢痴狂的魔術師木塚ネロ作; 露露譯 平裝 1

9789864869282 執業魔女Pico Pico 致怡+Zei+作 第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9312 Jealousy スカーレット, ベリ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374 偷襲夜生活男孩 吉田屋ろく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69398 蛇的新娘 東野海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864869404 新婚夫夫! ちしゃの実作; J.Z譯 平裝 1

9789864869442 Oui Chef! 是的主廚! 城ARAKI原作; こばやし ひよこ作畫; 林佳祥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497 我的神明大人 街こまち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69626 我可是不挑食的唷 阿部あかね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864869893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916 飢餓的瑪莉 田村隆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985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52011 森林系男孩 三尾じゅん太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9552028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7集 1

9789869552035 聖格里榭爾德學院的初戀 鮎川萩野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869552042 盜心殘香 M.貓子作 平裝 1

978986955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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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9552073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作; 陳瑮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552080 關於人類是最強種族這件事. 2, 熊耳少女步步進逼柑橘ゆすら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869552097 神說不可以: 幽間戲言系列 草子信作 平裝 卷2 1

9789579652018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9652032 殘虐公主愛好和平 無胥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049 人造生命體與美麗新世界 緋月薙作; 林佩鈺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52056 弒神英雄與七大誓約 ウメ種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52063 騎士&魔法 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9652087 不分晝夜,惡女相伴 烏村居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52094 黑之召喚士. 2, 虛偽的英雄 迷井豆腐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579652100 黑鎖姬芙洛莉卡 坂照鉄平作; 王仁鴻譯 平裝 1

9789579652117 不需要現代魔法的魔術師 和女僕一同開創第二次傳說三河ごーすと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124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花間燈作; 吳天利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131 穿天破壤神魔之劍 高木幸一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52148 無可挑剔的戀愛喜劇 鈴木大輔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9652162 可以讀檔的旅店: 聽說能力值滿點的轉生冒險者在旅店開始培育新人稲荷竜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186 TSUBASA翼ILLuSTRaTION CHRoNiCLE插畫集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9652193 淚之音 ケビン小峰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9652216 貓的單戀 浅井西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9652223 你是我的所有 麻酔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9652230 他太喜歡我,讓我很困擾 大和名瀬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9652247 向朱比特許願 荒井よしみ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9652254 從二樓下來的老師 柴作; 賴瑞琴譯 平裝 1

9789579652278 星屑與初戀 百年莊戀物語 鈴倉温作; 蔡夢芳 平裝 1

9789579652292 滿溢的妄想 荒井よしみ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9652377 掛著鈴鐺的貓喵喵叫? ナナイタカ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9652384 滿溢的茶香中與你相戀 ナナイタカ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9652414 TSUBASA翼SToRy CHRoNiCLE 公式故事導讀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9652421 TSUBASA翼CARACTere CHRoNiCLE 公式角色導讀CLAMP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9652476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9652506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9652568 戀樂 りべるむ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579652575 愛我、滿足我、誇我可愛吧 赤佐たな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9652582 總會有辦法的每一天 北野仁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9652629 初戀是非賣品 水季さかゑ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9652636 安全遊戲 砂原糖子原作; 香坂あきほ作; 李芝慧譯平裝 1

9789579652742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9652759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9冊 1

9789572601501 SINNERS罪魂使 鮭&鯊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3集 1

9789572601518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2601532 白金終局 大場鵣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1549 七龍珠 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1587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1594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01600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01624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岸本斉史原作;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1686 亞爾斯蘭戰記 荒井弘, 田中芳樹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1693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01723 REAL ACCOUNT真實帳號 オクショウ原作; 渡边静漫畫; 張紹仁譯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01730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01747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1761 FAIRY TAIL魔導少年 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2601785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01815 七大罪Production 坂元千笑,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1921 隱藏關卡 常勝[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1938 小惡魔的愛情病歷 重花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1952 垃圾遊戲online(暫定). 1: 「雖然經營團隊跑光,不過完全不成問題!」つちせ八十八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572601969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1976 動手建造迷宮吧. 3: 鞏固防禦啊,魔王大人!渡良瀬ュウ作; 何宜叡譯 平裝 1

9789572601990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2003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平坂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2010 吞噬技能的英雄譚. I: 靠作弊成長為最強浅葉ルウイ作; 蕭嘉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2027 我們停留在永不消失的夏天 水生大海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572602034 龍的溺愛準則<> 草子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041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02058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2065 妖怪公主渴望愛. 1: 冰華公主與甦醒英雄岸根紅華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02089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4: 他會放著精靈族公主不管,自己成為救世主。刈野ミカ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572602096 雙面勇者!. 1: 坂崎良太郎16歲。只是個高中生的我,同時扮演勇者與魔王。左京潤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572602102 劇場版影子籃球員: LAST GAME最後一役平林佐和子, 藤巻忠俊作; 簡廷而譯 平裝 1

9789572602119 女高中生店長的便利商店一點也不好玩明坂綴作; 江清雅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2126 必勝迷宮的經營方法 雪だるま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2133 與精靈新娘攜手展開異世界領主生活. 2: 對了,在異世界創建學校吧!鷲宮たいじん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02157 忍者與龍究竟誰比較強? 伊達康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2164 你的親生女兒在你後面,她們非常火!桐真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195 糾結的項圈 粉子すわる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2379 酷帥一族 アサミジョー漫畫;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539 刀劍亂舞-ONLINE同人合集: 刀劍男士幕間劇「刀剣乱舞-ONLINE-」より原案; 陳姿君譯平裝 1

9789572602652 獸人與少年Ω的戀愛進化論 羽純ハナ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2690 貓原 武井宏之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744 粉紅緞帶 星期一回收日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572602751 禁愛妄想症候群 Hibiki-響作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768 TeknoLove-實驗零式 希月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782 誰跟你魔法少女,我是OOXX 希萌創意原作; 楊基政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799 鄰居上司 目金十作 第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850 晚餐後的秘密時間 内田つち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3390 戀友三角關係 イクヤス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3406 進擊的巨人彩色漫畫無悔的選擇 諫山創原作; 駿河ヒカル漫畫; 陳書萍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413 進擊的巨人彩色漫畫無悔的選擇 諫山創原作; 駿河ヒカル漫畫; 陳書萍譯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444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475 美味的異世界料理,需要加點龍 值言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482 殘虐公主愛好和平 無胥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499 盜命賊 平和万里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505 魔王難為. IV vol.03 紅淵作 平裝 1

978957260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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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2603529 聖格里榭爾德學院的祭典 鮎川萩野作; 馮鈺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3543 關於人類是最強種族這件事. 3, 與蘿莉吸血鬼的恩愛同居生活柑橘ゆすら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03550 我的英雄學院 雄英白書. Ⅱ: 林間集訓, 幕後堀越耕平, 誉司アンリ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0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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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572603574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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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冊 1

9789572603604 底層劍士與神獸女兒的日常生活. 1: 全家攜手攻略迷宮番棚葵作; 吳苾芬譯 平裝 1

9789572603611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3, 亡夢的魔術師木塚ネロ作; 杜信彰譯 平裝 1

9789572603628 Fairy Tale幻想編年史: 不懂察言觀色的異世界生活埴輪星人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3659 29與JK. 1: 在公司命令下被迫與女高中生交往裕時悠示作; 何宜叡譯 平裝 1

9789572603673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吳天立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680 精靈幻想記. 8, 追憶的彼方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572603727 王室教師海涅 公式角色書 赤井ヒガサ作; 幡毅譯 平裝 1

9789572603796 拘束症候群 白松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3819 ONE PUNCH MAN一拳超人 ONE原作; 村田雄介漫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03826 銀魂 空知英秋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2603857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2603864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04717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2604731 FEVER熱病 李崇萍作 第1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572604762 黑執事 枢やな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2605233 SINNERS罪魂使 鮭&鯊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572605240 火鳳燎原 陳某作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2605356 Pavone孔雀的配色事件簿 comic by賴安 第1版 平裝 1

9789572605363 精靈使的劍舞 精靈舞踏祭 志瑞祐作; 偽善譯 平裝 1



9789572605370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05417 BORUTO-NARUTO NEXT GENERATIONS: NOVEL. 1: 木葉新芽在藍天翱翔岸本斉史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05493 你的親生女兒在你後面,她們非常火!桐真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5509 非暴力不合作 藍揚作 平裝 1

9789572605516 火鳳燎原舞台劇小說. 壹, 亂世英雄 張飛帆, 陳仕文作 平裝 1

9789572605523 萌友萬萬睡 咪兔作 平裝 1

9789572605530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5561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健速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2605578 -無盡連鎖-. 3, 超級激突 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572605592 魔王為難 紅淵原作; 蔡鴻忠漫畫 第1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572606148 搖曳露營△ あfろ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6452 流星花園Next Season 神尾葉子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418 那天來的鯨魚回來了 班傑.戴維斯文.圖; 郭妙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425 這是一個好故事 亞當.雷哈普特文; 瑪嘉莉.呂什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4354 化初: 洄溯古今的設計華風 設計師100人展作品集鄭中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454354 化初: 洄溯古今的設計華風 設計師100人展作品集鄭中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358 我的廚房美學收納提案134: 從規畫到改裝,從巧思到好物,從個人風格到清潔整理,日本人氣生活規畫家親授,打造更理想舒適的生活方式鈴木尚子編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601 傀島 懿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3618 紅面鴨遊花蓮 劉珍綺漫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718 人.文: 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四屆梁淑媛等作; 鍾正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68725 晨笛: 雙溪現代文學獎得獎集刊. 第三十七屆葉竹妍, 黃莛勻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泥妙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色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本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435

送存冊數共計：462

阿布拉教育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606 如風似壁: 張劭瑜作品集 張劭瑜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58 泰山風華: 泰山地區文史專輯. 人物篇張仁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41 世界華人工業設計論壇暨明志科技大學技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611 e通高中數學講義(數甲、數乙合訂本)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47628 e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四冊. I~II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47635 E通瞄準大學學測. 2019 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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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954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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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969 掟上今日子的家計簿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976 約定的冬天 宮本輝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88983 約定的冬天 宮本輝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05120 掟上今日子的旅行記 西尾維新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303 藥草魔女的魔法披風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2310 露露菈菈的阿囉哈鬆餅 安晝安子作.繪; 蕘合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2327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奧林帕斯花園篇孫慧怜作 ;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334 圓滾滾去旅行 克里斯多(Christos)作; 夏洛特.德.霖涅希(Charlotte des Ligneris)繪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773 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教師手冊松田浩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780 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練習問題集松田浩志, 亀田美保監修; 惟任将彥等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020797 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松田浩志, 亀田美保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工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廷數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志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5149 Practical English for Traveling 蘇莉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415 非書法. 2: 陳明德創作集 陳明德著 精裝 1

9789869262415 非書法. 2: 陳明德創作集 陳明德著 精裝 1

9789869262422 兩岸美術文化生態研究(簡體字版) 程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80 鄭輝雄抄聞古今.書法個展專輯. 2017鄭輝雄著 平裝 1

9789869588409 第十八屆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得獎作品集廖穆信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809 台灣客家略傳 葉寬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1108 兒童安全貼紙 沃野編輯部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81115 兒童安全貼紙 沃野編輯部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81122 兒童安全貼紙 沃野編輯部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581139 兒童安全貼紙 沃野編輯部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581146 兒童安全貼紙 沃野編輯部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581153 兒童安全貼紙 沃野編輯部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581160 寶寶學習貼紙300: 生活美語 陳子妹撰文; 賈敏等繪圖 平裝 1

9789864581177 寶寶學習貼紙300: 語言表達 陳子妹撰文; 賈敏等繪圖 平裝 1

9789864581184 寶寶學習貼紙300: 數學邏輯 扈建鵬撰文; 李俊云等繪圖 平裝 1

9789864581191 寶寶學習貼紙300: EQ培養 信林林撰文; 賈敏等繪圖 平裝 1

9789864581207 寶寶學習貼紙300: IQ開發 扈建鵬撰文; 賈敏等繪圖 平裝 1

9789864581214 寶寶學習貼紙300: 注音ㄅㄆㄇ 張莉莉撰文; 趙雅萱, 達志影像插圖 平裝 1

9789864581221 空哐叫的暴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蔡育民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238 搖搖擺擺的三角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蔡育民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245 唰唰!揮動長爪的鐮刀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蔡育民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252 啌啌叫的釜慶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周妮嵐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269 炯炯有神的異特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蔡育民翻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杰昇書畫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門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定易



9789864581276 咯吱咯吱叫的阿根廷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蔡育民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283 尖尖的劍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莊涵雯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290 東張西望的禽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莊涵雯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06 吼吼吼的特暴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莊涵雯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13 啪啦啪啦的似鱷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莊涵雯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20 哐啷哐啷的亞伯達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莊涵雯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37 呼呼叫的腕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段佳欣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44 搖搖晃晃的甲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段佳欣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51 在水中啪啪的朝鮮角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段佳欣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68 波波叫的野牛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段佳欣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75 慢吞吞的迷惑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段佳欣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82 咔咔叫的雙脊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龔苡瑄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399 喀隆隆的蛇髮女怪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龔苡瑄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05 細嚼慢嚥的祿豐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周妮嵐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12 閃亮亮的暹羅暴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龔苡瑄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29 四處張望的歧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龔苡瑄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36 嘟咚嘟咚的傷齒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龔苡瑄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43 喀隆喀隆叫的矮暴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藍淇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50 小心翼翼的合踝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周妮嵐翻譯 精裝 1

9789864581467 凹凸不平的葡萄園龍 作夢的烏龜文.圖; 藍淇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3409 晚安,熊貓先生 史帝夫.安東尼文圖; 劉清彥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60 復仇者聯盟: 五分鐘故事集 南西.藍伯特(Nancy Lambert), 安迪.修米底特(Andy Schmidt)等故事; 馬可.皮爾費德里斯(Mirco Pierfederici)等繪; 劉婉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591 透明人來我家 塚本靖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07 妙探阿洛 克勞蒂雅.波特(Claudia Boldt)文圖; 黃聿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14 謊言樹 法蘭西絲.哈汀吉文; 趙永芬譯 平裝 1

9789862743621 野鳥食堂 劉伯樂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38 鋼鐵人: 所向無敵的英雄 吉姆.麥肯故事; 科以.凡, 馬特.米拉繪圖; 哎噗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38 鋼鐵人: 所向無敵的英雄 吉姆.麥肯故事; 科以.凡, 馬特.米拉繪圖; 哎噗噗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45 美國隊長: 永不退縮 吉姆.麥肯故事; 邁可.萊恩, 邁特.米拉繪; 劉琬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76 我就是喜歡這樣的妳 木村裕一作; 上田太太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83 哼-最討厭你了! 木村裕一作; 高橋和枝繪; 上田太太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012 萃智商業管理創新 許棟樑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7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亞卓國際顧問



9789869305891 新設計概論與設計基礎 彭立勛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0735 區域整合的機遇與挑戰 蔡明彥, 楊三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742 綠色設計(創新思維與設計實務) 杜瑞澤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200 張弓舞筆三人展畫冊 張奇才, 張君玉, 張瑞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388 醫學倫理暨人文醫學讀書心得精選集. 106年度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124 墨幻搖滾: 鄧卜君個展 鄧卜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131 威尼斯雙年展. 第57屆: 有無之際.李光裕大型個展 台灣同步展 耘非凡美術館林清汶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871 歷史思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王惠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051 我最想做的事 王孟婷文.圖 精裝 1

9789869522649 大家一起拔蘿蔔 林世仁, 陳致元改編; 陳致元圖 精裝 1

9789869522687 我和我的腳踏車 葉安德文.圖 精裝 1

9789869590822 阿迪和茱莉 陳智元文.圖 [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704 A DO GU述說臺灣史 林木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73306 中醫溫灸教本 戴文松編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波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縣文藝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50551 蕭素樂: 暹邏獅吼 Matteo Pistono英文原著; 陳雄財初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7827 以妻為貴 淺淺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834 以妻為貴 淺淺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841 以妻為貴 淺淺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858 以妻為貴 淺淺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865 以妻為貴 淺淺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7872 巧心童養媳 葉可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7889 巧心童養媳 葉可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7896 天敵的誘惑 宋雨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902 一百分的誘惑 季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919 嫂子,是妳誘惑我 夏喬恩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926 誘惑小護士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7933 旺宅閒妻 落日圓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940 旺宅閒妻 落日圓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957 旺宅閒妻 落日圓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022 旺宅閒妻 落日圓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7964 明珠福女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7971 明珠福女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7988 明珠福女 昭華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7995 龍鳳無雙 池上早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008 龍鳳無雙 池上早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015 龍鳳無雙 池上早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039 天定良緣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046 天定良緣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053 天定良緣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060 天定良緣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077 財神嫁臨 初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084 財神嫁臨 初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091 財神嫁臨 初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107 財神嫁臨 初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114 火爆型男的冰淇淋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121 型男主廚到我家 喬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138 型男老公分居中 柚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145 型男送上門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152 偏愛俏郡守 卿心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169 偏愛俏郡守 卿心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176 神力小福妻 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183 神力小福妻 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9789863288190 神力小福妻 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206 神力小福妻 盼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213 獵獲美人心 十七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220 獵獲美人心 十七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237 鎮家之寶 皓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244 鎮家之寶 皓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251 鎮家之寶 皓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268 鎮家之寶 皓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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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1411 遊蕩的廓線 邵慧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28 好的孤獨: 復旦名師的課後哲思 陳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35 記一忘三二 李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42 花街往事 路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59 變調人生 約翰.哈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908 建立菩提道場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317 中提琴樂理課程 陳加容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752 元儒 許仁圖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001 恩惠的愛: 不倒翁福音見證集. 3 陳路得口述; 王翠幸, 王翠玉編撰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008 色彩有個性: 人智學色彩經驗方法學的獻禮Elisabeth Wagner-Koch, Gerard Wagner著; 李慧芳譯初版 精裝 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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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音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航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河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45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法總中文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13720 Insights into The Vietnamese Labor Law林更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89 大度山藝向: 詹前裕膠彩回顧展 詹前裕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08 鎏金歲月風華: 東海大學婦女會六十年會史. 一九五七-二0一七陳安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10 東海建築畢業作品集. 2016 東海建築100級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13744 杜蘅之教授紀念專輯 謝鶯興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604 為法耘心 阿姜查(Ajahn Chah)著; 法園編譯群編譯一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66574 經典詩詞250名句 呂自揚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847 白頭翁六七隨筆 曾仕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9878 魯花的傳奇 曾仕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34974 16世紀宗教改革: 500週年紀念 劉錦昌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河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法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大學婦女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建築系

東海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美術系所



9789867134981 大手牽小手,認識智慧書 吳昭誼文字; 林育如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7134998 甘為霖的冒險之旅 周佩蓉作; 查李布朗繪 精裝 1

9789869578929 快樂山上的醫生戴仁壽 江淑文作; 樂山教養院的畫家們繪 精裝 1

9789869578936 基督徒手冊. 9, 領人歸主 吳明漢等作; 褚淑純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903 白鳥美珠童年記事: 澎湖林投那一年的歡樂時光鄭美珠文字.繪圖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508 兩岸和聲: 兩岸民間互信論壇文選 張家麟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716 做對5個實戰步驟: 你就是賺錢高手 朱家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723 第一份收入就投資: 30歲存百萬、40歲領雙薪林奇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4792 抓住線圖股民變股神 朱家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900 你沒學到的巴菲特: 股神默默在做的事闕又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748 初心者的獨奏吉他入門全知識 南澤大介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457 Study fun co-writer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Mandarin Culure Co., Ltd., Dayi Software Corp.1st ed. 精裝 第5冊 1

9789869459464 Study fun executive editor Lydia Tsai 1st ed. 精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246511 實戰R語言預測分析 游皓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528 設計師的字言字語: 中文字型設計 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535 AutoCAD 2018電腦繪圖: 結合3D列印與建模輸出運用李明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542 設計師的字言字語: 英文字型設計 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559 Docker這樣學才有趣: 從入門,到玩直播、挖礦余嘉適, 施緯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2246566 Photoshop CG電繪完全攻略: 遊戲美術X電玩CG X商業插畫無多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崗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門得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承莊文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阿珠畫畫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308 圖解統計學入門 小島寬之著; 韓雅若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4800315 圖解即興速寫 劉國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339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2018年版 張道宜等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00346 住宅外觀設計 NPO法人築巢會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353 圖解日本幕末維新 外川淳著;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384 木構造: 打破不耐震、不抗風、不防潮、怕蟲蛀、不敵火迷思,從概念到構架計畫與工法全圖解山邊豐彥著; 張正瑜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4800391 日式茶室設計: 飽覽茶道文化知識、茶室珍貴史料,領略名茶室的空間配置奧義桐浴邦夫著; 林書嫻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4800407 圖解看懂工業圖面 西村仁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70213 7,000單字大數據: 用10組題目熟記7,000單字林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220 進級的英文GEPT全民英檢中高級滿分攻略彭明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312 圖解真正用得到的韓文: 用韓國人的一天學好韓文翁家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466 用康乃爾筆記法學英文 吳宜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534 世界最強日語50音記憶口訣 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541 讓74億人都驚呆的英文單字心智地圖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596 跟日本人也可以用日文聊天 廖玫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633 一本書搞懂英文 李秀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640 我的第一堂英文自修課 蔡詠琳著 二版二刷其他 1

9789864070664 跟韓國人就是要用韓語聊天 金淑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701 初學日文的第一堂課: 用康乃爾筆記法學日文鄒曼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770 百大企業都在學的新藍海策略 安部徹也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787 學英文甭背單字: 只要1小時,英文好到嫑嫑的金暎焄, 金炯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800 世界最強韓語40音記憶口訣 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070831 學完50音就要上這7堂日文課 林旦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70848 連日本人都驚呆的日文單字心智地圖前田美紀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148 男仔漢更年期,欲言又止 Micro H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55 文化所思 黃效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62 自然所想 黃效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79 當偶像遇上明星 劉銘, 李淑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186 畫說寶春姐的雜貨店 徐銘宏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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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易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依揚想亮人文

送存冊數共計：6

易博士文化



9789869497497 這麼簡單,就那麼足夠 和堂空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02 醬缸的豐餘: 四季醃漬客家菜 駱進漢, 李廖秀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343 同居脫單日記 慕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910 千年徽州夢.老徽州 趙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72 試煉,只為與你相遇: 學校沒教的戀愛課林蕙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9989 傳承: 耕耘生命科學的下一世代 吳成文口述; 劉傳文記錄整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913 美孚汽車保養雲服務系統MCMS: 先進電子故障排行榜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695 平安無事: 止惡行善,心安平安;觀世自在,無事無礙。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18 楞嚴經新詮 李治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25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四 版[ 平裝 1

9789575987732 拜佛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49 拈花微笑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756 唯識關鍵字 許洋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63 福慧自在: 金剛經生活(大字版)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70 法的療癒: 佛陀教我的10堂生死課 杜正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618 小動物臨床醫師之超音波重點檢查技術Gregory R. Lisciandro原編著; 田昕旻, 賴昱璋, 邱文心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409 民法總則 王利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源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狗腳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園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069 高手的養成. 2, 實戰贏家 安納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24 EXPLORER長榮大學探索者成果. 2017劉春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401 おはよう京阪神: 瘋玩關西三都指南決定版,超簡單超實用,一本就足夠!王瑤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3899 臺北原味 余白(Hubert Kilian)文字、攝影; 陳蓁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09 營養師的日日好湯 王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16 山口,西京都的古城之美: 走入日本與台灣交錯的時空之旅栖來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703 張猛龍碑筆法結構與造型 寇培深講述; 鄭文惠整理.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4710 鄭道昭鄭文公碑筆法結構與造型 寇培深講述; 鄭文惠整理.編著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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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54765 虞恭公溫公碑導讀及寇培深臨本對照寇培深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579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節日專刊: 身心障礙者的閱讀節汪育儒, 劉惠敏, 張雅雯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304 維基百科編輯: 簡易入門教學 維基媒體基金會作; 上官良治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00327 鑑古歷今: 重返蘆溝橋 紀念抗日禦侮戰爭八十週年金夢石總編輯 平裝 2

9789573000334 慶祝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成立36周年會員書畫展文藝作品專集高明達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種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基媒體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團結自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書道傳習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身心障礙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8160 強化臺灣品種權保護佈局研討會專刊. 2017丁川翊等作; 安志豪等主編 第一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302 輕省人生學: 十大革命性的理財原則柳萬安, 麗雅.達爾文作; 張加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302 一人一故事劇場之道 宗像佳代作; 林淑玲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6715 社團法人台灣孔子研究院學會: 台灣孔子研究院陳亮州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700 可是我們還年輕 年輕型失智症家屬們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3717 因為愛你 教會我勇敢: 失智症法律須知湯麗玉等撰稿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306 政府跨部會自殺防治手冊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6313 自殺關懷訪視員教育手冊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502 美麗台灣 花漾人生: 陳妤榛師生聯展作品專輯陳妤榛作 平裝 1

9789869522502 美麗台灣 花漾人生: 陳妤榛師生聯展作品專輯陳妤榛作 平裝 1

9789869522519 巧手DIY浪漫不雕花 陳妤榛作 平裝 1

9789869522519 巧手DIY浪漫不雕花 陳妤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001 邏輯思考與運算程式設計. 上, PBL教育理念之實踐許志宇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書畫美術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科技創意發明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失智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孔子研究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吳勇長老生命價值傳承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005 vusam種子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106年第一屆梁秀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844 學佛百問 徹聖上師講述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802 爸比的黃豆田 林胤里, 林忠義作; 林胤里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6802 爸比的黃豆田 林胤里, 林忠義作; 林胤里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2237 東城散步: 臺中市東區文史行腳 黃豐隆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9718 社團法人台中市簡會益宗親會: 溯源堂志: 建祠一八0周年誌慶簡榮聰撰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7803 松友會刊. 第七期 傅樺昌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57827 松友會刊. 第九期 李龍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4531 誰在前世約了你 王世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734 蔬香百味: 100道素菜輕鬆做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社會福利總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牧德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簡會益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松山國小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屏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真言宗普賢流佛學會



9789868918528 社會福利服務業勞動條件指引手冊 張裕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4490 南美展: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五屆侯美雲主編 精裝 1

9789868534490 南美展: 南美展特展專輯. 第六十五屆侯美雲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1527 樹木風險評估手冊 Julian A. Dunster等作; 李有田等翻譯第1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43403 臺灣教授協會創會十週年特刊 蔡丁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216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專輯. 第二輯 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9153 The taiwanes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彭明敏等作 精裝 1

9789868129153 The taiwanes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彭明敏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6168 藝術拼布地平線展. 2018 林幸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382 臺灣國際蘭展. 2018: 蘭展記事 黃禎宏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929 創世紀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校 平裝 下冊 1

9789869185929 創世紀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編輯部編校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法兒童讀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南美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103 Estudios sobre la adquisición del componente fónico del español por sinohablantesAuthor José Miguel Blanco Pena 平裝 1

9789869191296 Inés aprende español Mario Moreno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5933 微博募資,玩遍歐洲30天: 文藝少女的夢想之旅占夏著 平裝 1

9789863795957 城市品牌樣貌: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設計美學王紹強著 平裝 1

9789863795964 Hadoop進入全球最大市場的實戰案例譚磊, 范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971 Microsoft+Linux=微軟的大一統整合平台李爭, 張廣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5988 最新DRBD權威指南: BASE ON COROSYNC+HEARTBEAT技術建構RAID陶利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008 IOS 2D遊戲開發: BASE ON SPRITE KIT劉媛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015 高階容錯伺服器設計實例 王恩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046 為什麼我常心口不一: 18位心理大師開講,解答你的疑惑劉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053 自然語言處理:用人工智慧看懂中文鄭捷著 平裝 1

9789863796060 TensorFlow之外的好選擇: Keras、Caffe、SK-Learn機器學習實作阿布, 胥嘉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077 狂野又內斂: 中式水墨景物繪畫技法鄭中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084 靜靚多肉植物園 慢生活工坊著 平裝 1

9789863796107 Hadoop: 從雲端到大數據完整Ecosystem全介紹劉鵬, 葉曉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114 從Paxos到Zookeeper: 分散式一致性原理與實例倪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121 創力時代: 成為創客的第一堂課 黃國明, 賴維祥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6138 AI及機器學習的經脈:演算法新解 劉新宇著 平裝 1

9789863796145 北京醬玩最道地: 熱門景點,私房小舖,最獨家的行程攻略小麥咖啡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152 如何料理季節菜: 隨24節氣煮出98道美味料理密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169 動手做黏土瑜珈: 愛上特別的心靈減壓方式劉然, 辛玲, 張予著 平裝 1

9789863796176 Intel Edison智慧硬體開發. 2018: Base on Yocto Project陳士凱, 程晨, 臧海波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6183 Hadoop-YARN核心技術 周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190 Impala大數據查詢引擎: Hadoop高手的最後一堂課賈傳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206 Google御用Docker叢集管理Kubernetes吳龍輝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6213 ABAQUS+Python讓CAE如虎添翼的雙倍能量蘇景鶴, 江丙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220 整合式網路系統Software UTM: 使用Vyatta楊文智, 劉書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237 比VM粒度更細的Container時代來臨: 使用Docker不再需要架設系統浙江大學SEL實驗室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6244 Android御用語言: 比Java還精美的Kotlin李寧著 平裝 1

9789863796251 濃墨淡彩: 花鳥國畫基礎技法 鄭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268 最純正血統的Javascript規範: ES2015實用書小問著 平裝 1

9789863796275 從玩家到工程師: VR全視界開發實戰冀盼, 謝懿德著 平裝 1

9789863796282 前端設計範式三大天王之VUE.JS: 最完整實例作戰梁睿坤著 平裝 1

9789863796299 還在用老掉牙的RDBMS?: 下一代圖資料庫Neo4j實戰陳韶健著 平裝 1

9789863796312 石頭技: 來上一堂玩石彩繪課 漫果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佳魁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佳臺書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973 新腦內革命: 春山茂雄71歲,擁有28歲青春的不老奇蹟!春山茂雄著;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80 當文明成為高牆: 為什麼生活在進步的社會卻不快樂?丹尼爾.昆恩(Daníel Quinn)著; 黃漢耀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805 NCCA凝膠指甲中級檢定 卓守鈞, 韋四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200 記憶圓山: 大飯店的歷史傳奇 李建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217 行銷圓山: 老飯店的甦活配方 李建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797 本土社會工作的發展取徑 羅秀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41 立心30: 說我們與老人家庭相伴的故事黃也賢, 張美珠, 羅秀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58 翻轉手心: 看見家庭的力量 許水鳳, 羅秀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599865 台灣漢詩日記2012-1017: 蔡明哲教授社會詩學選集蔡明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1778 愛: 雲林之子-張云 陳榮俊等文字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11785 愛: 雲林之子-張云 陳榮俊等文字製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11792 愛: 雲林之子-張云 陳榮俊等文字製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407 花蓮縣洄瀾詩社: 花蓮縣議長盃傳統詩暨新詩比賽詩作專輯. 第十集. 106年吳秀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005 行板之詩 孫翼華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花縣洄瀾詩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億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瑩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花漾藝術美甲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冊數共計：33

幸福綠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795 醉愛是你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803 完美的幸福 伊莉莎白.荷特(Elizabeth Hoyt)著; 李琴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371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Edward Hsieh等[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889388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et al.]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889395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et al.]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889401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et al.]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733 望鄉: 青島的呼喚 許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740 地中海上的探戈 周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8757 薪火還在燃燒: 胡適與丁文江的一些事胡志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5272 大正聯覺綺譚 梶井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289 打動戀人的方法 青山十三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296 不能和一条要扯上關係 三咲優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02 劉備德子只想安靜過生活 仲野惠美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19 和制服男子的甜蜜情事。 小森林檎作; 水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26 讓青梅竹馬喝下愛情藥 瀨田七生作; 東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33 渣男的女友: 人家就是喜歡嘛 姚井堇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40 兩人的甜蜜賞味期。 惠蘋果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57 絕對!!誰也不准碰!!妳是我的。 紫依衣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364 魔女的僕人與魔王的角 もち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5371 高台家的成員 森本梢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5388 403號房妖精男子們的寄宿生活 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395 這個社團大有問題 小鹿妹子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5401 魔卡少年 幸運星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5425 狼少女和黑王子 八田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745432 怎麼會有這麼甜蜜的事...。 西野紀衣菜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449 謊言、謊言、謊言 浜口奈津子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456 給野貓繫上項圈 未散苑緒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463 你最特別的珍寶 小純月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470 雙人部屋 雪子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487 婚活: 就是要幸福的謊言 高田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494 春X清 尾崎晶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長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頸鹿文化



9789864745500 請買花吧 岩下慶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17 怪物小餅乾 野崎アュ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24 HANGER: 執行人 如月弘鷹作; M.L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548 兔子與繩索 鉢野羽羅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55 大人的戀愛真複雜 安武子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62 和社長那個啊♡: 從10倒數的甜蜜細語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79 被愛得好困擾! 內原香乃作; 藍凰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86 婚禮戰記 室多多作; 東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002 撩個漢子誤終身 君無歡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6026 軟飯徒弟哪有那麼帥!? 流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6057 魔法師的乙女冒險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064 王爺,心有魚力不足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071 AV男優想吃鯛魚燒君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200 燄凰: 凝秦遺夢 吳柔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746217 草莓蛋糕蛋糕 森下suu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224 曙色來臨之際 莯芽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231 別被牽著鼻子走了!前輩 山田2丁目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248 海色北極星 吳宇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255 月下的雙頭 九重釋夢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262 IDOLiSH7- 偶像星願: 向流星許願 種村有菜作; 都志見文太小說原著; BANDAI NAMCO Online原作;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279 31☆idream 種村有菜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6286 佐藤,喜歡我也太明顯!? 池山田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293 我是她的、俘虜 白石由希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6309 除靈的錯誤方式 小黑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316 傾聽我的心 雞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323 M領域的居民 南塔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330 潮男的古板男友 楢崎寧々子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347 巧克力吸血鬼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354 狐狸作者與書蟲編輯的滿分戀愛 靜沐暖陽著; 暈暈繪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361 帝都初戀心中 蜜樹海湖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378 戀愛作家的笨拙戀情 長谷川綾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385 和社長那個啊♡: 12點前的仙杜瑞拉 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392 沉默之花卻說出愛 藍間千眞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408 極刑學園 高木成美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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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4746422 主人與小毛球 小石川あお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446 薔薇和眷屬 霧壬裕也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453 偽x戀 Boy Friend lovely 山本アタル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460 秘密的炮友哥: 福本幸助的受難 ヤマヲミ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477 澪標 扇ゆずは作; 黃詩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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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送存冊數共計：62

松濤社



9789869508803 救國與殉國 宋緒康編纂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804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平裝 1

9789869530811 佛說延命地藏菩薩經 平裝 1

9789869530828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土番譯主聶崖沙門釋智譯 平裝 1

9789869530835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平裝 1

9789869530842 佛說功德經典選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607 宜蘭東嶽廟誌 陳麗蓮總編纂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202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 2018第二十三屆呂允在總編輯 平裝 6

9789869594202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 2018第二十三屆呂允在總編輯 平裝 -3

9789869594202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專輯. 2018第二十三屆呂允在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445 祖靈的榮耀: 宜蘭泰雅族近代抗戰史事陳香英主編; 陳香英, 呂美花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208 張德謙白鷺鷥攝影作品集 張德謙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5920 松鼠波波買栗子 王郁渝文; 牛志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37 小魔法師趴趴GO 吳周文; 洪宇晴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44 動物狂歡節 聖桑原著; 微笑先生改寫; 吳芬娘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51 花生什麼事 微笑先生文; 洪宇晴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68 查理長大了 微笑先生文; 陳佳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75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 微笑先生文; 杜冠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82 千層派學校去遠足 微笑先生文; 杜冠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5999 我真的真的很會畫畫 微笑先生文; 吳芬娘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宜縣泰雅族部落公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萘米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宜蘭東嶽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二月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藏文化



9789574436002 哎呀!不得了了 微笑先生文; 游佳惠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6019 小蝌蚪大變身 吳周文; 黃祈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026 孤女努力記 赫克特.馬羅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033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040 綠野仙蹤 拉曼.佛朗克.鮑姆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36057 鏡子不說謊 王建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132 紙飛機生活誌: 漫畫物語 楊傑銘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301 當老發生時，只能絕望嗎？ 羅摩.達斯(Ram Das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18 問神達人雷雨師一百籤詩解籤大祕訣: 當今世上第一準,神明親授解百籤!王崇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32 恐怖的胃酸疾病療癒聖經: 以酸治酸,90%胃食道逆流的人都胃酸不足!喬納森.V.萊特(Jonathan V. Wright), 蓮恩.萊納(Lane Lenard)著; 余佳玲, 張家瑞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5993 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 邵銘煌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06 教英文、跨文化: 大學英文課程裡的多元文化教學柯宜中等作; 黃淑真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13 陳誠與現代中國 周惠民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20 從大中華到台灣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鄭睦群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37 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 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連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44 近代台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 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1895-1954)陳家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75 臺灣歌仔戲史論: 文本、展演與傳播蔡欣欣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82 近代中國外交的新世代觀點 茅海建等著; 廖敏淑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32941 陳茂萱鋼琴小奏鳴曲 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332910 陳茂萱鋼琴小奏鳴曲 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579332934 陳茂萱鋼琴小奏鳴曲 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579332927 陳茂萱鋼琴小奏鳴曲 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第二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300 教室互動E百分: IRS導入課程教學教材製作周保男, 謝維軒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致凡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南大創客教育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207 健康賺得到 張朝凱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183 洪正雄油畫展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510 聖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 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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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06135 死亡本能 傑德.魯本菲爾德(Jed Rubenfeld)著; 李靜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395 永遠的0 百田尚樹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418 寂寞空庭春欲晚 匪我思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7685 離開前請叫醒我 盧思浩著 平裝 1

9789865607999 黑暗英雄: 與吸血鬼共宴 艾碧蓋兒.吉布斯作; 費咪譯 平裝 1

9789869394499 九龍城寨 余兒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12759 政與源 三浦紫苑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766 老師與我 坂木司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941 探長索恩: 邪惡基因 馬克.畢林漢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996 然後,生日快樂 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731 惡夢 林伍德.巴克萊作; 李麗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755 四角 阿部和重作;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2762 名為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52786 名為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原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52779 探長索恩: 懶骨頭 馬克.畢林漢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05 化劫: 禁忌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12 幽冥之謎 莎拉.史密斯作; 周倩如譯 平裝 1

9789869465229 聖母 秋吉理香子作;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36 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打造: 就從這一刻起,一切將會改變!中島薰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43 喝眼淚的鳥. V: 天與地 李榮道作; 王中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50 喝眼淚的鳥. II: 睜開眼睛的櫳 李榮道作; 王中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67 喝眼淚的鳥. III: 北方之王 李榮道作; 王中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74 喝眼淚的鳥. IV: 生靈焚盡 李榮道作; 王中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81 自宅創業聖經: 建立富有個人色彩的「一人事業」佐藤伝作; 侯萱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298 「我」,還是「我們」? Soph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845 夜不語詭秘檔案. 803: 禁止關燈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天出版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1

飛凡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南山中學



9789869469852 殺手獵人: 正義 星爵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69876 清掃魔歸來 保羅.克里夫作; 嚴麗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883 有個秘密,叫初戀 袁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890 滿願 米澤穗信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00 退魔錄. 末世篇. 卷五, 啟示錄之獸 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17 丁尼: 氣球狗的故事 川村元氣作; 佐野研二郎繪; 王蘊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2424 梅杜莎,看鏡子 井上夢人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2479 我,專獵殺手 貝瑞.萊加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5042 名叫海賊的男人 百田尚樹作; 須本壯一繪畫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95059 殺手獵人: 殺意 星爵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95066 推背圖密碼 唐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5073 人生七十偶拾 黃博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95080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6: 風水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707 陰目偵信 三聯幫牟中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07745 遞迴 米澤穗信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752 退魔錄. 末世篇. 卷六: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李愚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776 外科醫生 泰絲.格里森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783 食夢先生. 中州卷 金子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790 天黑莫回頭. 壹, 厲鬼陰宅 沙士被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02 黃泉委託人: 偽託人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19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7: 風水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20126 少女天師: 流星歸途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40 試膽: 禁忌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64 莉莉的照片 佩姬.唐恩作;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195 陰目偵信 三聯幫牟中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42906 死了七次的男人 西澤保彥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20 天黑莫回頭. 貳, 勾魂奪魂 沙士被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44 試毒師. 2 瑪莉亞V.辛德作; 周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51 黃泉委託人. 續03: 血戰西西里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807 試毒師. 3 瑪莉亞V.辛德作; 周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814 時光膠囊株式會社: 來自十年前的使者喜多川泰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883 生酮飲食－現代人的健康救星: 如何透過低醣飲食找回健康宗田哲男作;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890 在愛裡的我們 Yumi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883 圖說臺灣: 渴望之經濟、覬覦之版圖祁夫潤(Jerome F. Keating)著; 陳正杰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857 突然死亡 阿爾瓦洛.安利格(Álvaro Enrigue)作; 李文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864 絨毛兔 瑪潔莉.威廉斯(Margery Williams)作; 馬尼尼為繪;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8

送存冊數共計：59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方家園文化



9789869493871 切的綠色筆記本 巴可.伊格納西歐.達伊波二世編著; 陳小雀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202 新創籌資寶典-閉鎖性公司法令與實務完全解析: 閉鎖神功巫鑫, 簡榮宗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286 旦角,不是蛋餃,而是旦角. 香港篇 中二果子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675 情感的合唱: 月亮、水星、金星、火星相位中的風景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1699 生命之火為誰燒: 點燃灶神星的性能量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007 光學檢測技術與色彩分析技術 莊琮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626 革命哲人: 章太炎傳 陳永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640 黃埔軍校第一期生全記錄 陳予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73657 黃埔軍校第二期生全記錄 陳予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664 熊希齡傳 周秋光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73671 黃埔軍校第三期生全記錄 陳予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273688 民國實業的布道者: 薛明劍傳 陸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3695 無德小英 林深靖作 平裝 1

9789869523608 溥儀日記 愛新覺羅.溥儀作; 李淑賢供稿; 王慶祥整理校注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408 歡迎加入「策略思考研究社」: 高中生必讀的第一堂思考邏輯課鈴木貴博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15 若能再次遇見妳 凱特.艾柏林著; 朱立雅, 康學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53 一顆紅豆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60 雁兒在林梢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77 我是一片雲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491 庭院深深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思行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活石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恆生永續發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生原創工作室



9789869600002 一簾幽夢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26 彩雲飛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40 窗外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57 六個夢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64 煙雨濛濛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923 霸官. 卷一, 紅衣青衫,大王膽 清楓聆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930 霸官. 卷二, 青杏黃梅,馬蹄漸 清楓聆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947 霸官. 卷三, 雁翎寒袖,西風笑 清楓聆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842 太初有茶: 與茶對話三十年 龔于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486 負罪 炓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54 如果可以,我想我會愛你 可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61 如果我們都能勇敢 申緣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78 錦瑟 顧日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85 黑暗之眼: 夏辰旅情推理系列 米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6592 華燈初上 小心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06 一見鍾情是什麼味道 燦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13 浮華世界: 台北凰城霧語 明星煌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819 布紙如此: 散步 旅行 生活味 李威遠 吳燕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765 家族之書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imir Megre)作; 王上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706 打開地球瞧一瞧 てづかあけみ作;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13 誰是小香? 琳達.艾許曼, 莎拉.桑琪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37 法國幼兒啟蒙記憶遊戲書: 認識動物Julie Mercier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44 我不亂生氣 Molly Potter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51 我愛交朋友 Molly Potter作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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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特視覺溝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拾光雪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9789869520768 台灣原生動物故事繪本: 小猴子大探險Lynol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75 台灣原生動物故事繪本: 小黑熊勝利Lynol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82 誰的麵包烤焦了? 李奈來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799 愛麗絲出任務: 視覺與圖形辨識 小光點編輯部, Lobst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7019 嘰哩咕嚕碰 黃郁欽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071 我的60個趣味大發現:動物園 Delphine Godard, Claire Megnin作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088 我的60個趣味大發現:寵物醫院 Sylvie Baussier, Benjamin Bécue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72234 #不加油的勇氣 爽爽貓 by SECOND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3040 青年黑傑克 手塚治虫原作; 田畑由秋腳本; 大熊由護漫畫; 林武三譯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4634 跟巴黎人學收納: 無印良品xIKEAx北歐雜貨的收納實例集本多SAOR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5198 老攻穿越變主角,我變配角心機婊?! 雷雷夥伴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5310 有一種友情,叫蛋黃哥與馬來貘 蛋黃哥, 馬來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409 地表最強徒手運動: 伏地挺身X深蹲居家訓練,有效運動核心肌群,提升全身肌耐力!尹碩鐘, 金成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676 星際大戰: 原力覺醒 艾倫.狄恩.佛斯特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6713 林采緹美麗宣言: 東京×台北寫真全記錄邱元鴻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116 讓你準時下班的專注力: 培養有效率X不加班X高績效的50個高效工作術富山真由作; 石田淳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123 瘦身3原力: 呼吸力X脊椎力X腳底力,啟動身體燃脂開關,1個月腰瘦4.5公分!リセット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130 安格斯星座大運勢. 2018 安格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147 2018戊戌年紫微大運勢: 解讀你的天機密碼,財運、正緣、事業、健康超神準預測善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208 絕景攝影術: 拍出令人感動作品的第一堂攝影課G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215 赤城相機診療所: 200個藥到病除的攝影名醫處方赤城耕一作; 游兆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260 6堂課懂Minecraft紅石: 用3D立體圖做好紅石線路赤石紅石, TatraEdit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376 在座寫輕小說的各位,全都有病 甜咖啡作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7420 特工皇妃楚喬傳 蕭湘冬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7949 特工皇妃楚喬傳 蕭湘冬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7956 獨孤伽羅 陳峻菁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7451 愛的勝利: 7482個日子的眼淚,愛與平權的奮鬥之路黛比.森斯普(Debbie Cenziper), 吉姆.歐博格斐(Jim Obergefell)著; 王上豪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77642 神風怪盜貞德(完全版) 種村有菜作; 張志華譯 1版 0 第1冊 1

9789571077659 神風怪盜貞德(完全版) 種村有菜作; 張志華譯 1版 0 第2冊 1

9789571077666 神風怪盜貞德(完全版) 種村有菜作; 張志華譯 1版 0 第3冊 1

9789571077673 神風怪盜貞德(完全版) 種村有菜作; 張志華譯 1版 0 第4冊 1

9789571077680 神風怪盜貞德(完全版) 種村有菜作; 張志華譯 1版 0 第5冊 1

9789571077697 神風怪盜貞德(完全版) 種村有菜作; 張志華譯 1版 0 第6冊 1

9789571077772 一路繁花相送 青衫落拓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8359 一路繁花相送 青衫落拓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7796 深藍與月光: 影像散文書 吳洛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802 小夫的生存之術: 學會「扳不倒」與「受歡迎」的29條逆境突破哲學!橫山泰行作; 楊裴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833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1077840 旋風管家 畑健二郎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1077857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尖端



9789571077864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1077925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二章, 宅邸的一週篇楓月誠漫畫;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7932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マシセダイチ作;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7987 尋找身體: 第二夜 Welzard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7994 尋找身體: 第二夜 Welzard作; 王美娟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8007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了。 卵山玉子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8083 深藍與月光 吳洛纓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113 高校艦隊 AIS原作; 阿部漫畫;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120 廢課金四姊妹 地下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168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8199 我與彼岸少女的煉愛交替 D51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8205 人面瘤 逢時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212 人生售後服務部 千川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229 告解旅舍 尾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267 青蛙樂園 百田尚樹作; 陳瑩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274 幸福到站,叫醒我 提子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281 被自己綁架的女孩 矮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298 最幸運的女孩 潔西卡.肯諾爾作; J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304 少年粉紅 潘柏霖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311 在地平線盡頭再見 禾又丹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328 異世界魔法實在太落後! 樋辻臥命作; 北太平洋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8335 蔓蔓青蘿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165 蔓蔓青蘿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8342 奧丁渡鴨: 諸神小鎮系列. 二 K.L.阿姆斯壯(K.L. Armstrong), M.A.邁爾(M.A. Marr)作; 蔡心語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7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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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571078373 噗叮姐的女女女女女女裝實況日誌 餘筆, 穹魚, @ichig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380 ARuFa的超‧浪費時間圖鑑 ARuFa作; 楊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397 離不開的才算愛 月亮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403 不正常童話 阿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410 平底鍋餅乾: 免烤箱!用一隻鐵鍋完成33款美味小點心沙賓娜.佛達-侯勒(SABRINA FAUDA-RÔLE)作1版 平裝 1

9789571078427 拿起筆就能畫的水彩課:即刻上手+隨時運用+花草主題的小清新療癒畫風李明善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441 我的第一本攝影知識書: 100個達人開講的圖解Q&A,讓您馬上搞懂攝影的一切CAPA特別編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458 Nikon D7500數位單眼像機完全解析CAPA特別編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465 等一個人的電影 日乃チハヤ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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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571078496 MAGI魔奇少年 大高忍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107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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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78519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8526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8533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8540 誘惑的同居邀約 優木那智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8557 大奧 吉永史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8564 漫畫家水木茂: 我的每一天 水木茂作; 林琬清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8694 蜜汁燉魷魚 墨寶非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870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70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71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871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872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872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8731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8748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8755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8861 世界盡頭的聖騎士. lll, 鐵鏽之山的君王　　柳野かなた作; 陳梵帆譯 1版 平裝 上冊 2

9789571078922 一怒成仙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946 中古貨也想談戀愛! 田尾典丈作, 橋子璋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004 超人高中生們即便在異世界也能從容生存!海空陸作; 堤風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9011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黑瀨浩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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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冊 1

978957107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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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冊 1

9789571079035 食人姬 武中英雄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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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107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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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1079059 一個人的○○小日子 カツヲ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066 屍囚獄 室井正音作;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073 今天來點漢堡吧! 花形怜原作; 才谷梅太郎漫畫; AKIRA譯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097 吾王馴養指南 帝柳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9103 弗雷姆王國興亡記 疎陀陽作; Seeker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9110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作; 李君暉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127 通往樂園的廉正之路 第1位是理想嬌妻候選人兼苦命女僕野村美月作; 楊佳慧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134 正義聯盟電影設定集 艾比.伯恩斯坦(Abbie Bernstein)作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9158 福爾摩斯與莫里亞蒂: 心理遊戲 希瑟.W.佩緹(Heather W. Petty)作; 王上豪譯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9172 對的時間對的人 顧西爵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226 魔獸世界編年史. 卷一 克里斯.梅森, 麥特.伯恩斯, 羅伯特.布魯克斯作; 許文達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079233 魔獸爭霸: 惡魔之魂: 先祖之戰二部曲理察.A.耐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264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9271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1079288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細音啟作; 紅豆佳譯人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9295 零之使魔Memorial Book 山口昇著;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318 悲慘傳 西尾維新作; humdreder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363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9370 死黨角色很難當嗎? 伊達康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9394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2

978957107940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渡航作; Rundoka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9417 學生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翔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9424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1079431 噬魂者NOT! 大久保篤著; 洪子喬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448 料理新鮮人SECONDO 關家徹治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9479 喝出自癒力的健康特調:天然鮮果X草本時蔬,打造101種讓身體不生病的排毒配方飲柳勝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486 為什麼有錢人的鞋子總是擦得這麼亮?小地方做起,63個理財新觀念,重新翻轉致富人生臼井由妃作; 楊裴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493 花開千年 林青慧著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9509 樂園的寶藏 林亭葳著 1版 平裝 第7冊 2

9789571079516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523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9530 燐寸少女 鈴木小波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554 休想看見我流淚 晴川シンタ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561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マシセダイチ作;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9592 世界末日的世界錄 雨水龍作; 細音啓原作; 泪紫音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646 傳說中勇者的結婚活動 中村尚儁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9653 <>何念茲寫真書 何念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677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9684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9721 調教咖啡廳 中山幸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79738 請問您今天要點兔子嗎? Koi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9745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60個留言終結大實測王育貞, 張孝謙, 盧品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752 少女與戰車: 紙模型集 松本圭司紙模型設計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783 四月一日同學與我的祕密同居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790 青葉同學請告訴我 遠山繪麻作; 莊湘萍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9806 花枝與小熊 三木よう子作; 泪紫茵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9837 花枝與小熊 三木よう子作; 泪紫茵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9813 75個打通你攝影心眼魂的奧義: 5位名師教你駕馭風景、人像、隨拍、鐵道、花卉金子嘉伸等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820 「全圖解」我的第一本攝影教科書: 5堂讓你徹底搞懂拍照這件事的速成講座岡嶋和幸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844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9851 虹色時光 水野美波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79868 苦澀的甜蜜Honey bitter 小花美穗著;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9875 我的S系女王責編 ひみつ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9882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ATTO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9899 悠悠哉哉少女日和 ATTO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9905 酩酊之樂: 最令我難忘的品酒經驗 黃煇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912 無法抗拒的誘導術:12種洞悉人性的設計思考,解決你生活99%難題松村真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929 莖肉X鍛練!老弟襠自強 うみぼうず作; 泪紫音譯 平裝 1

9789571080048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海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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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8098 BEING ONLINE:用「在線」的思維,探索數據新大陸王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21 哈佛寫作課 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the Nieman Foundation)著; 馬克.克雷默(Mark Kramer), 溫蒂.考爾(Wendy Call)編; 王宇光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38 為什麼你的工作做不完?—微軟傳奇工程師「贏在起跑點」的高效時間管理術中島聰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45 物流致勝 角井亮一著; 米立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52 逆轉勝就靠洞察力: 找出簡單美好的本質,化解獲利、能力、用人、趨勢難題酒卷久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69 低酸.食療.護胃聖經: 全美最佳醫師親身實證不用吃藥、3週有感、4週見效,一舉戰勝胃食道逆流,改善全身性發炎強納森.亞維著; 駱香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2

送存冊數共計：158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9532976 控制狂又怎樣: 平庸者不懂、酸民也不說的完全制勝法則葛蘭特.卡爾登(Grant Cardone)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83 辦公室怪咖怪咖型錄 裘蒂.佛斯特(Jody Foster), 蜜雪兒.喬伊(Michelle Joy)著; 葉織茵,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990 請停止無效努力!: 沒有刻意練習的職場力,只是做白工而已孫圈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017 奧運跳水王子的私房健身菜單: 94道健康美食x20分鐘簡單運動,瘦身.減脂.練肌肉……第2週就見效!湯姆.戴利(Tom Daley)著; 陳俐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024 不勉強,更快樂:快轉人生的慢節奏練習布魯克.麥卡拉莉(Brooke Mcalary)著; 陳俐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031 一張圖表秒思考: 換工作、要開店、想存錢、不瞎忙,視覺化思考快速解決工作&生活大小事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048 你值得更好的工作: 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5千萬人都按讚的工作新指南艾莉珊卓.卡佛拉柯斯, 凱瑟琳.閔舒著; 顧淑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055 戒掉爛英文. 1: 60堂課換成老外英文腦世界公民文化中心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7778062 戒掉爛英文. 2: 職場英文的明規則與潛規則世界公民文化中心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7778079 戒掉爛英文. 3: 百萬網友讚聲的錯英文大選世界公民文化中心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7778086 戒掉爛英文. 4: 學會100句,一開口就是潮英文嚴振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8978 基礎日語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材編輯小組編著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7869005 全國高中高職日語演講比賽實錄. 第十八屆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 日本拓殖大學, 拓殖大學後援會協辦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074 日本語を話そう: 一人でできる日本語発話練習泰田伊知朗, 陳佳慧, 謝怡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081 日本兒童文學短篇小說選. 大正時期篇輔仁大學日文系第47屆二年級同學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098 台湾の日本語教師及び日本語学習者の外来語学習に対するビリーフに関する研究魏志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104 東亞語文社會國際研討會. 第五屆: 從跨境教育思考日本研究的可能性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142 お茶のおじさん 闕百華, 黃小玲, 吳若璇作; 闕百華, 武井宏達翻譯; 黃小玲繪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159 茶ㄅㄟㄅㄟ 闕百華, 黃小玲, 吳若璇作; 黃小玲繪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203 星光燦爛: 紀念那感恩及奮發圖強的金色年代雷鵬翔, 周苔謀, 王珍妮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684 屋頂上的玻璃鞋 曹心維作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578679023 全局性思考: 群體泡沫下的個體選擇葉書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061 I think I write I draw 許辰伃文字; 許辰赫圖畫; 梁元媛中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79078 我在海邊刻印時光 樓妍希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085 圍爐: 中華文化與智業文明 小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092 頓悟成佛的理論建構與現代意義 陳松柏作 平裝 1

9789578679108 安然離逝咖啡館 徐達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115 被遺忘的幸福: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王雅慧編著 平裝 1

9789578679122 父子遍路: 百萬步的心靈對話 張訓賓作 平裝 1

9789578679139 是佛所說 滅罪第一 第三世洛本天津仁波切開示; 噶瑪大宏, 噶瑪慧陀藏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79146 如來藏思想之多義指涉與通識智慧 陳松柏著 平裝 1

9789578679160 文武山河傳 黃品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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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9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致良



9789869512428 最後一擊: 傳奇 冰如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12435 最後一擊: 傳奇 冰如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12442 好想好想不想你 刁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976 深海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990 最親愛的我們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01 你比時光更爛漫 七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18 愛麗絲Online. 01, 紅心篇 草草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402 Thematic Integrated Curriculum (English Version A2)LIN,TZYY-MENG、LIN, MIAO-SHANFirst edit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33931 Food超人小學生英語圖解點讀字典 風車編輯製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233948 第一本親子塗鴉: 蠟筆 樂繪JO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955 第一本親子塗鴉: 彩色筆 樂繪JO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962 第一本親子塗鴉: 色鉛筆 樂繪JO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979 大大的耳朵 猜猜我是誰? 入山智作.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986 長長的鼻子 猜猜我是誰? 入山智作.繪;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3993 DIY手工大王玩摺紙 嘉良傳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006 DIY手工大王玩剪紙 嘉良傳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013 幼兒國旗繪本 風車編輯部編輯; 日光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020 世界經典童話繪本 Kang, Min Kyoung作; 陳馨祈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037 小學生的第一篇作文 曾美慧作; 姜春年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34044 小學生的第一本日記 曾美慧作; 姜春年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34051 寶寶認知互動翻翻書 Chaekmajung作; Soohee, LEE繪; 王愛莉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234068 人體知識百科 精裝 1

9789862234075 企鵝派對寶貝學前練習: ABC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34082 企鵝派對寶貝寶學前練習: 運筆寫一寫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34099 企鵝派對寶貝學前練習: ㄅㄆㄇ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34105 企鵝派對寶貝學前練習: 123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34112 聖誕節倒數24天 Elisabeth Zoller作; 梁安廷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129 交通工具互動翻翻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136 神秘恐龍互動翻翻書 風車編輯群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143 記憶力大考驗: 趣味動物貼紙書 Huiyeong KI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150 記憶力大考驗: 恐龍王國貼紙書 Eunji KI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167 記憶力大考驗: 奇幻樂園貼紙書 Suhui LEE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車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柏克萊雲端科技



9789862234174 記憶力大考驗: 百變服裝貼紙書 Eunhui L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181 記憶力大考驗: 閃亮公主貼紙書 Daeun SIM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198 記憶力大考驗: 交通工具貼紙書 Suhui L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04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動物王國 Doehee作; Dongjin MI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11 超好玩創意貼紙書: 交通大集合 Bonee Lee作; Joonchul CHO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28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美味的食物 Jaeeun CHO作; Hyeonju LE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28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美味的食物 Jaeeun CHO作; Hyeonju LE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28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美味的食物 Jaeeun CHO作; Hyeonju LE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35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超級市場 Doehee作; Hyewan KIM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42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趣味變裝 Doehee作; Mikibin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59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甜蜜家庭 Jaeeun CHO作; Reunbom LEE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266 歡樂聖誕趣味童詩繪本 安娜.卡薩利斯(Ann Casalis)作; 托尼.沃爾夫(Tony Wolf)插畫; 郭昭伶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273 伊索寓言繪本 Cha Bo Geum著;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280 希臘神話繪本 Park Sun Hee著; 陳馨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297 3D擴增實境互動著色書: 恐龍 SmartBear作; AIARA繪; 賴姿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303 3D擴增實境互動著色書: 交通 SmartBear作; AIARA繪; 賴姿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358 企鵝派對時鐘互動繪本 風車編輯部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34372 邏輯思維遊戲 萬代遠, 高鵬, 王金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389 偵探推理遊戲 張祥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396 成語故事 柏玲作; 魏緯, 姚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02 寓言故事 陳慧靜作; 魏緯, 姚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19 神話故事 柏玲作; 魏緯, 姚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26 典故故事 張淑惠作; 魏緯, 姚林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34433 1~3歲幼幼故事繪本 風車編輯製作編輯 二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9845 克明宮百家對聯書法展專輯 楊非武, 陳連忠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1678 卅有藝事30th會員聯展專輯: 南投縣草屯鎮九九美術學會陳雪鈴, 莊雅婷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901 守護貓羅溪紀錄攝影專輯 許瑞界, 張瑞彬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01951 至聖獎全國書法比賽作品輯. 第十二屆洪助誠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投藍田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九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投縣貓羅溪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46

投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6454 莊子兵法 黃致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8704 我是你「老婆」,不是你「老媽」: 26個溫柔「育」夫技巧,教出像歐巴一樣窩心好老公宇津﨑友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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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3284 做基因的智者 王桂良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06 人氣民宿圓夢計劃 SH美化家庭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13 九型體質食療全書 林家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10373 我要試一試: 勇敢嘗試 任小霞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380 輸了也沒關係: 學會正確面對失敗 嚴曉萍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397 學會說不: 懂得拒絕 許萍萍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403 做自己最快樂: 學會正確認識自己 許萍萍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410 我也很棒: 樹立自信心 嚴曉萍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427 加油,別放棄: 學會堅持 李維明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434 不怕被嘲笑: 如何面對嘲笑 許萍萍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441 我很委屈: 如何面對委屈 高蕾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4910458 漫畫三十六計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0472 漫畫三十六計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0465 漫畫三十六計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10489 漫畫莊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496 漫畫論語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502 漫畫孫子兵法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0519 漫畫孫子兵法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0526 漫話幼學瓊林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533 漫畫百喻經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540 漫畫孟子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557 漫畫弟子規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564 漫畫七俠五義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0588 漫畫七俠五義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0571 漫畫七俠五義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10595 漫畫千字文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門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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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故事工場文創



9789864910601 漫畫世說新語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10618 漫畫世說新語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10717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910724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910731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910625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10632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10649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10656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10663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10670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910687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910694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910700 寫給孩子的世界童話故事 南門書局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910748 神祕地圖. 1, 草原王國的守望者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755 神祕地圖. 2, 潛水艇上的法老王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762 神祕地圖. 3, 始皇陵中的永生石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779 神祕地圖. 4, 雨林神殿的隱形人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786 神祕地圖. 5, 遠古巨龍的咆哮聲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793 神祕地圖. 6, 翡翠島上的機械師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09 神祕地圖. 7, 彩虹山谷的暗影俠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16 神祕地圖. 8, 塔斯馬尼亞的惡魔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23 神祕地圖. 9, 雪域高原的狼圖騰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30 神祕地圖. 10, 地心溶洞的鳳凰劫 銀河牧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54 鐵血君王: 永樂帝: 打出來的皇帝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61 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 席捲地球的人類之王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78 乞丐天子: 朱元璋: 叫化子也能當皇帝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85 隋唐英雄: 李世民: 皇帝中的模範生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892 鐵血女皇: 武則天: 不愛胭脂愛乾坤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08 一統天下: 秦始皇: 中國第一個皇帝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15 千古一帝: 康熙帝: 了不起的皇帝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22 天之驕子: 漢武帝: 非一般的皇帝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39 黃袍加身: 趙匡胤: 以仁治天下的武林高手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46 斬蛇起義: 劉邦: 平民中的英雄皇帝 彭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214 鄉音傳奇,故事多 曾喜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6241 南臺灣健康照護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57

屏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9789866486258 通識教育: 多元文化下之社會議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瑞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1616 權力向善: 我讀<> 張國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630 轉型期中國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之研究林文軒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760 帝制中國前後「甘露」物質文化想像之研究宋天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77 美國與中國在亞太區域的競逐: 以Tpp為核心張育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84 龍鷹競海: 柔性平衡觀點下的美中南海戰略競逐(2009-2014)張凱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791 遙望星空: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郝志東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681807 地方政府與政治: 政治版圖、政治景氣循環與選舉政見之研究黃國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814 袁宗道集 袁宗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1821 自由的兩岸關係: 臺灣知識界對中國的再思與超越包淳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307 下蚶傳古宋江武德誌 郭晉武, 郭萬益, 郭宇城彙整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503 綠舍美展. 第60屆 陳程元, 潘隆志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732 象棋簡易殺著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749 吳清源詳解經典名局 劉乾勝, 劉小燕, 曹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756 盆景無土栽培技術 賀山水, 陳先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046 泰國家常菜: 沙拉、湯品、海鮮、泰式咖哩與甜品一次學會關順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53 必學的泰國料裡 洪白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872 台灣名家美術100油畫: 廖美蘭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柏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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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東縣下蚶古宋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屏縣綠舍美術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知學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6648 萌萌與他的恐龍朋友 張元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06655 Little Wish Ark Yü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587 老師,我可以叫你一聲爸爸嗎? 余浩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0594 哲學哲學雞蛋糕: 動腦偏執狂的娛樂零嘴朱家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7500 對話真我: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的教誨經典穆納葛拉.S.韋克塔拉邁爾(Sri Munagala S. Venkataramiah)編; 蔡神鑫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97517 對話真我: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的教誨經典穆納葛拉.S.韋克塔拉邁爾(Sri Munagala S. Venkataramiah)編; 蔡神鑫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512 菲躍100 陳菽蓁採訪.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543 行者 慧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550 千年的邀請: 畫說人間菩薩 王卉娟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0561 生態公義與上帝國宣教 楊順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80578 新約希臘文方法論 鄧開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80585 The Puerto Rican Diaspora: A Model TheologyJuan A. Carmona作 平裝 1

9789869590402 宗教與文化: 基督宗教與現代倫理 王崇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046 閩南語歇後語: 四句聯 SWALO視覺設計中心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084 學生標準英文字典 英語研究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2091 標準國語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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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88210 成語妙解猜謎 林影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702 輕盈的幸福: 72篇展開生命奇蹟的羽翼雅威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冠倫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耶書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神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南海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香海文化

飛柏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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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39152 好好孤狸 陳櫻慧作; 劉怜君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6884 活讀啟示錄七教會書信: 兼談教會發展實務林永基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9831 郵學演講集. 二0一七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919 享受財務自由的12堂必修課 溫英幹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1785 二代牽手,回家: 休閒農業走過20年,承傳兩代的20篇生命故事陳志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887 吉他魔法書: 召喚你體內的吉他魂 Evy Moon著; 蘇威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406 初級日文原來如此簡單: 給背完日文五十音的你(N5)郭欣怡, 筒井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413 (新譯)新美南吉的「狐狸出沒!」: 收錄、等童言童語新美南吉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420 (新譯)森鷗外: 切腹的武士,收錄〈堺事件〉、〈阿部一族〉等,對於生命課題的追問森鷗外著; 黃碧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2212 財務管理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Bradford D. Jordan著; 郭震坤導讀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2274 經濟學 Robert H. Frank等作; 謝德宗導讀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冠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飛鳥季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迦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集郵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9789863412335 投資學: 理論與實務 Zvi Bodie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219 New dimensions: phonics k 2nd ed. 其他 1

9789863413226 New dimensions: reading plus k 2nd ed. 其他 1

9789863413233 New dimensions: dolch sight words 2nd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13240 New dimensions: dolch sight words 2n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13257 New dimensions: reading 2nd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13264 New dimensions: reading 2nd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3413271 New dimensions: reading 2nd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3413288 New dimensions: reading 2nd ed. 其他 第4冊 1

9789863413295 New dimensions: reading 2nd ed. 其他 第5冊 1

9789863413301 New dimensions: phonics 2nd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13318 New dimensions: phonics 2n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13325 New dimensions: phonics 2n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13332 New dimensions: phonics 2nd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13349 New dimensions: phonics 2nd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13363 New dimensions: reading plus 2n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13370 New dimensions: reading plus 2n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13387 New dimensions: reading plus 2nd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13394 New dimensions: reading plus 2nd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13356 New dimensions: reading plus 2nd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413400 New dimensions: spelling 2nd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13417 New dimensions: spelling 2n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13424 New dimensions: spelling 2n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13431 New dimensions: spelling 2nd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13448 New dimensions: spelling 2nd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13455 New dimensions: writing 2nd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13462 New dimensions: writing 2n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13479 New dimensions: writing 2n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13486 New dimensions: writing 2nd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13493 New dimensions: writing 2nd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13509 New dimensions: language arts 2nd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13516 New dimensions: language arts 2nd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413523 New dimensions: language arts 2nd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413530 New dimensions: language arts 2nd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413615 環境科學概論: 結合全球與在地永續發展William P. Cunningham, Mary Ann Cunningham著; 白子易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3660 作業管理 F. Robert Jacobs, Richard B. Chase作; 徐淑如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3413677 視光臨床實務: 眼睛檢測步驟及操作技巧Nancy B. Carlson, Daniel Kurtz著; 江芸薇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684 Makerspace專題大全: 啟發你實驗、創造和學習的靈感柯琳.葛雷夫斯(Colleen Graves), 亞倫.葛雷夫斯(Aaron Graves)合著; 潘榮美, 江惟真, 屠建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691 財務管理 Richard A. Brealey, Stewart C. Myers, Alan J. Marcus著; 楊雪蘭編譯六版 平裝 1

9789863413707 員工訓練與發展 Raymond A. Noe作; 周瑛琪, 顏如妙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721 電力系統分析 John J. Grainger, William D. Stevenson, Gary W. Chang著; 朱守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738 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 Barbra Teater著; 溫如慧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745 實用營養學 Anne M.Smith, Angela L.Collene著; 蕭寧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752 應用數值方法: 使用MATLAB Steven C. Chapra著; 吳俊諆譯 四版 其他 1



9789863413769 微生物免疫學 Kathleen Park Talaro, Barry Chess著; 徐再靜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776 Investments投資學 Zvi Bodie, Alex Kane, Alan J. Marcus著; 林哲鵬導讀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783 會計資訊系統 Robert L. Hurt著; 劉彥余, 李品陞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790 文化人類學: 領會文化多樣性 Conrad Phillip Kottak著; 徐雨村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3413806 台灣基金教育與深耕校園紀實 元大投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39 彩陶藝術: 黃光男個展創作作品集 黃光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936 儒釋道會通: 焦竑<>之研究 陳韋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4929 數位消費時代之競爭力行銷 林婷鈴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943 網路口碑: 網路口碑的前因後果、理論背景與研究趨勢汪志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943 網路口碑: 網路口碑的前因後果、理論背景與研究趨勢汪志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950 管理學: 理論探討與實務應用 方至民, 曾志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967 有禮遊日本 朱玉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74974 勞資關係: 平衡效率與公平 衛民, 許繼峰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5774981 餐飲採購與供應管理 葉佳聖, 王翊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774998 資料庫的核心理論與實務 黃三益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612807 新世代健康戰略4.0: 社區新視野 王宗曦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613 生命曼陀羅 光之靈, 邱徵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4762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4779 搜神異寶錄 婺源霸刀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4991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4984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5110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5127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5134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首萊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51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昶景文化



9789863525141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5158 卡內基贈女性的人生幸福箴言 韋甜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165 呼蘭河傳 蕭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172 衛斯理傳奇之支離人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189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5196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5202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5219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5226 卡內基人性的弱點 卡內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233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5240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5257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5264 魔獸戰神 龍人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5271 別人都不看好你,你才有機會證明自己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288 衛斯理傳奇之藍血人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295 衛斯理傳奇之老貓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301 生死場 蕭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318 昨天的我,你愛理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張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325 魯迅作品精選:4 野草 經典新版 魯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525349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5356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5400 卡住人生致勝點: 卡內基教你的12堂財商課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417 一念一清淨:佛學典故中的十六堂修心課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1748 超級生命密碼 太陽盛德作 三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373 故宮名品案內(日本語版) 普介辰, 徐俊賢執筆; 板倉聖哲等翻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871 止觀禪修 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陳玲瓏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310895 <>實修講記 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陳玲瓏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4107 正念減壓,有壓力,不煩惱: 三乘佛法日常入門心要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帕滇卓瑪英譯中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4114 穿越生死,心的旅程: 創古仁波切中陰救度法教授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鄭振煌英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香港雅凱電腦語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30

天圓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8536 笠50年一年一選: 臺灣詩風景. 1964-2014李敏勇選.解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3429 做了這本占星書 李安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863 宗教改革,不只宗教! 傅爾克.雷平(Volker Leppin)作; 鄭玉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961 留聲機 宋邦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985 江湖憶 血蓮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362 2017「在地化vs.多元化的交響」學術暨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薛清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7379 通識核心能力本位自主培育課程成果手冊王慶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482 平面設計創意手法72再變(袖珍本) 潘東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38499 標誌設計分類事典(袖珍本) 潘東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801 力量: 重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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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05437 怒潮學校與戰後金門的復甦 陳錦昌, 胡敏越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05437 怒潮學校與戰後金門的復甦 陳錦昌, 胡敏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拾慧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籌備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齊一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436 左手之地 鹿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474 那些閃電指向你 林婉瑜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684 收集陽光.顏色.文字: 信誼實驗幼兒園的深度閱讀信誼實驗幼兒園深度閱讀團隊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691 藍騎士和白武士 小野文; 何耘之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5714 雞蛋花 周見信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714 雞蛋花 周見信文.圖 初版 精裝 2

9789861615721 玩出語言力 林麗英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5752 感覺統合 修練腦部: 掌握嬰幼兒成長的黃金期高麗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944 超輕量登山技巧: 10天的食物加上裝備不到12公斤,153個舒適、安全又便宜的小訣竅麥克.克萊蘭(Mike Clelland)著; 林政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5931 Door Of Hope Mission Doll: The first Chinese antique doll brand made by Shanghai's child prostitutes in 1901Tingjia Liang[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8622 甘願做戇人: 謝緯漫畫傳記 陳金興原著; 蕭瑞益編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3862 以神之名. 下卷: 幻.虛.真. 2 御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562 迷途之羊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593 惡魔調教Project 帝柳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4685 圖解一流菁英高效工作法: 3秒決斷、3分鐘抓重點,8張表格讓工作又快又好!高橋政史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692 你的忙碌不是必要,而是習慣 Meiy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739 Uniqlo零失敗男性穿搭: 25件平價單品,打造正式、休閒的時尚風格MB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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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3614753 傑剋比超自然偵探事務所. II, 迷獸骸骨威廉.瑞特(William Ritter)著; 陳思華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760 長安十二時辰 馬伯庸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4777 長安十二時辰 馬伯庸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4784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614791 山怪. 貳: 日本山人口述異聞錄 田中康弘作; 謝承翰譯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豐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學家的書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9789863614807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 小野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4814 怪談病院PANIC! 小丑魚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821 厭世記 厭世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838 How Fun!如何爽當Youtuber: 一起開心拍片接業配!陳孜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845 管他的呢,我決定活得有趣: 蔡瀾的瀟灑寫意人生蔡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869 南方有喬木 小狐濡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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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863614883 刺客教條: 遺棄 奧利佛.波登(Oliver Bowden)作; 曾倚華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890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913 靈魂侵襲 指尖的詠嘆調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4920 靈魂侵襲 指尖的詠嘆調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937 失業勇者魔王保鏢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4944 貪杯客 二師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968 子彈筆記術: 隨時都能開始的超簡單記事法,輕鬆掌握生活大小事瑞秋.威爾克森.米勒(Rachel Wilkerson Miller)作; 陳思因, 林宜萱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4982 複業時代來了: 多重職業創造多份收入,過一個財富自由的人生丹尼爾.迪皮爾薩(Daniel DiPiazza)著; 林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999 別跟自己過不去: 分解情緒,拿回心情自主權何權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002 海爾轉型學什麼: 人單合一打造白色家電王國,搶進網路經濟再造巔峰曹仰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019 你自以為的極限,只是別人的起點 特立獨行的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951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615026 廢物旅行 基隆游太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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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934 陪你讀下去 郭怡慧(Kuo Michelle)著; 徐麗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958 惡魔日記: 讓希特勒成為希特勒的惡魔,他的日記消失了半個多世紀後,如何重新被發現,以及其意義。羅伯.維特曼(Robert Wittman), 大衛.金尼(David Kinney)著; 陳榮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965 猶太教育的千年傳承 內森.德拉金(Nathan Drazin)著; 張博, 張瑋哲, 邱鐘義，江坤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972 為何時間不等人 亞倫.柏狄克(Alan Burdick)作; 姚怡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989 書包裡的美術館: 為教科書注入美感細胞林宗諺, 張柏韋, 陳慕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41996 漫遊女子: 大城小傳,踩踏都會空間的女性身姿羅倫.艾爾金(Lauren Elkin)著; 許淳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805 貓心經 洪啟嵩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03 諸羅九面相創作展. 2017 黃照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51 海商法論 陳猷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猷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3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葉茂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55 地理資訊系統: ArcGIS入門與應用 范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562 遊憩植物學 范玉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68 從具象、意象、到抽象: 翁庭華攝影系列作品集翁庭華作 平裝 1

9789574352968 從具象、意象、到抽象: 翁庭華攝影系列作品集翁庭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00 一個小腳印 李孫聰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09 現代金融市場 黃昱程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439 連鎖效應: 林敏智繪畫創作論述 林敏智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61 新股價趨勢 許金華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53378 新股價趨勢 許金華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20 睡眠品質變好的80種策略 陳大同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715 <>評述 潘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722 英文公文寫作範本 潘明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52739 英文公文常用句型與字彙 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52746 英文公文常用句型與字彙 潘明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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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秀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昱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敏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翁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孫聰

范玉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00 真道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9789574352500 真道 真理聖子, 林宏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23 歡樂打歌 撒光漢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7928 當代案例商事法 劉連煜等作 六版 平裝 1

9789574327935 當代案例公司法與票據法 劉連煜, 曾宛如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38702 現代公司法 劉連煜著 增訂十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83 拙趣之間: 陳光明創作集 陳光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42 神學淺嚐 徐德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68 現代人的夢工廠: 電影劇本創作實務陳去非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47 台灣保險稅務: 六大稅.反洗錢.OIU 林隆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837 以佛法調適人際關係 果煜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煜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去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隆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光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德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撒光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連煜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林宏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52 泉腔目連救母匯釋 施炳華註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83 大數據分析之資料庫理論與實務: SQL Server 2017版曾守正, 周韻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09665 圖解刑法入門 劉振鯤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64 聞聲究古: 解讀易經的智慧與哲理 廖慶六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27 真相228補述 張清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58 國家賠償法 葉百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664 山水意象: 簡品淑水墨作品集 簡品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99 如意養生運動之十七: 粉墨雕龍 蓋蕙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99 刑事訴訟法 林鈺雄著 8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蓋蕙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鈺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百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品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慶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清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守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振鯤

送存冊數共計：1

施炳華



9789574348305 刑事訴訟法 林鈺雄著 8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06 風水知識集成 林俊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33 犯罪學與犯罪預防 許福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25 藝術貴在有變化 凌春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517 林占梅詩選及歷史行腳實錄 林事樵作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49524 林占梅詩選及歷史行腳實錄 林事樵作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349531 林占梅詩選及歷史行腳實錄 林事樵作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349548 林占梅詩選及歷史行腳實錄 林事樵作 第一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349555 林占梅詩選及歷史行腳實錄 林事樵作 第一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16 智慧語集 余啟忠譯註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943 蔡介騰作品集 蔡介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58 沂齋古銀對鐲選粹 謝宗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宗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錦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余啟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蔡介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凌春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事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美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福生



9789574348930 虛空之歌 陳錦德文字.攝影 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68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18 陳宥潞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816 易經白話解釋 張有恆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4187 臺灣人民武裝抗日 戚嘉林作 平裝 1

9789574324194 祖國八年抗戰與臺灣 戚嘉林作 平裝 1

9789574329809 臺灣史 戚嘉林作 增訂三版平裝 1

9789574331758 臺生就學就業在大陸 戚嘉林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11 三十七道品 念翼居士著 精裝 1

9789574347711 三十七道品 念翼居士著 精裝 2

9789574349241 佛法心要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9241 佛法心要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9999 善待自己: 不墮惡道之要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9999 善待自己: 不墮惡道之要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9999 善待自己: 不墮惡道之要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043 生活中的佛法: 覺雲日記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52043 生活中的佛法: 覺雲日記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988 勸發菩提心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699 念佛真實義: 一個念佛人的呼喚 覺雲居士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41 賺錢社區: 永遠賺錢的方法 以德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82 背包客老海大陸東北自由行(心情故事)黃海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4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黃海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戚嘉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宥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有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30 葉阿呅畫集&鄭春山攝影集 葉阿呅, 鄭春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60013 滲入的凝視: 從孔隙空間的構成與延續談建築的隱喻性蘇哲甫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72 書法的喜悅 廖惠蓮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682 樂活33°C 黃文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44 王白端油畫創作集: 藍色情調 王白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8244 王白端油畫創作集: 藍色情調 王白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75420 王白端詩畫創作集. 2010 王白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36 畫筆下: 洪國賓詩畫集 洪國賓文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86 李進發油畫創作集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986 李進發油畫創作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967 C語言程式設計 鄭宗慶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進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宗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白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洪國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惠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文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春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為河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50 都是肌肉惹的禍 王龍煥著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09 藝術知識與創作論述: 柳川論藝術研討會暨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教法工作坊論文集. 2017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07 頂上 張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29 當代道教文化暨宮廟人才培育研討會. 第一屆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48 鄭祐琮釉色彩瓷畫集: 黃山系列. 2017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44 實用土地登記案例研析. 2 鄭竹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38 怪獸們 林俊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835 關港貿單一 窗口雲端查詢應用. 2018年版劉陽柳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74 中醫保健. 壹 鄭阿乾作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阿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俊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陽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祐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鄭竹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瑞生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龍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寶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37 掌握關鍵字.掌握英檢分數 黃玉蘭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02 語言與文化 吳文雄編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94 臺灣首座文學步道園區: 基隆天鵝洞陳青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407 賴添明. 參 心田心相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69 租稅法 吳嘉勳編著 第37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701 氣壓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題 李志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54 浪漫迷人的粉彩畫集 林淑娟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18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第一第二兩冊合刊本唐屹編刊.評論 壹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53125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第一第二兩冊合刊本唐屹編刊.評論 壹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侯桂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志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俐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添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嘉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青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玉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67 花現台灣. 第二輯, 光影交響曲: 侯桂林攝影集侯桂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49227 花現台灣. 第三輯, 荷花 光影交響曲: 侯桂林攝影集侯桂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0681 重症牙周病的成因與治療 侯桂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674 重症牙周病的成因與治療 侯桂林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2388 重症牙周病的診斷與治療秘訣: 三明治牙周補綴技術療法侯桂林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692 重症牙周病的診斷與治療秘訣: 三明治牙周補綴技術療法侯桂林著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2517 紐西蘭風光: 北島特搜. 2016 侯桂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93 AㄚBeiㄅㄟCeiㄘㄟ拼音與歐盟: 實現中國夢美夢成真吧廖嘉裕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71 特斯拉的生與死在台灣: 電動車在一個多山的小島張渝江[作] 平裝 1

9789574350988 The life and death of Tesla motors in Taiwan: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mountainous islandby Eugene Ch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95 賴振輝版畫創作集. 2015-2017 賴振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20 抗日將領與抗日名人的墨跡 邱國華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9909 三義心.苗栗情.台灣愛.美國夢 陳國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33561 相思情曲.夢 陳國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91 悅讀十九世紀的花蓮 廖高仁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子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國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廖高仁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賴振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國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廖嘉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渝江



9789574351367 小山羌與小樹葉 楊子葦.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1367 小山羌與小樹葉 楊子葦.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36 ADD亞洲傑出時尚創作精選 陳育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1993 最美麗的錯愛 黃伯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088 夏雪 黃伯舟編輯 平裝 1

9789574353088 夏雪 黃伯舟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45 家在臺南: 南鯤鯓 侯文欽油畫個展 侯文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81 第一本天使書 卡米兒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91 逐步東行. 2017第4期 劉玫秀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29 筆椽.墨花.振翮: 郭芳忠、張日廣書法創作聯展郭芳忠, 張日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70 阿達拉姆傳 噶旺多吉仁波切作; 羅卓仁謙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33 窮神與金 決明2.0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決明2.0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芳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紋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米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彭雅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伯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侯文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育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896 五階: 愛慕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7896 五階: 愛慕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1053 六階: 妝飾新婦(教師版) 鄧鳴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1053 六階: 妝飾新婦(教師版) 鄧鳴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708 七階: 尊榮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708 七階: 尊榮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708 七階: 尊榮新郎(教師版) 鄧鳴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61 綠色永續紡織產業: 智慧染整,精進浸染實務關鍵192則蔡勝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7248 曾廸繁80風華立體紙浮雕作品集 曾廸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408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elegant pastime manual. volumes 3&4Jim Png Hau Che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53927 Ancient xiangqi classics: elegant pastime manual. volumes 5&6Jim Png Hau Che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52 傳統文化的現代視覺表現: 視覺設計創作報告蔡頌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76 開悟 潘添盛主講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84 馬太福音講道集(簡體字版) 陳達作 平裝 1

9789574349784 馬太福音講道集(簡體字版) 陳達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蔡頌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蔡勝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廸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鳴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51 黃色貓咪數綿羊 author by Alice and Lily Cheng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16 警察情境實務考試攻略 呂明都, 陳淑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35 我是全台灣第一名暢銷書大作家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寶島先知,全台首富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956 般若法門 趙光正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10 日常 藍漢光作.編輯.設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05 聖諭廣訓: 道德經天命信仰-樸實最美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2012 聖諭廣訓: 道德經天命信仰-樸實最美(簡體字版)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507 找回失落的民族信仰 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00 26+2熱瑜珈 劉秀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424 絕句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任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劉秀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Naiwen Hsu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漢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耿大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光正

送存冊數共計：2

Alice and Lily Che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淑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745 望曌樓藏瓷 簡乃欣, 林家聿撰文; 王煒昶攝影 精裝 上冊 1

9789574346752 望曌樓藏瓷 簡乃欣, 林家聿撰文; 王煒昶攝影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247 故鄉血脈的流動: 高聖傑六十書畫集高聖傑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285 畊墨蛻懷: 邵文虎書畫作品集 邵文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21 Miya's ∞ 劉俊佑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06 走路.回家: 逆向順行的人生觀(徙步/環島/獨白)王武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483 秘密花園: 林春宏作品集. 2017 林春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13 雜貨店的故事 黃見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20 江明毅畫集. 2017 江明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7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新解) 黃明宗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47681 道家十轉圓丹法(新解) 黃明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明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思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明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淑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春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邵文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嘉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聖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735 謝春美油畫集 謝春美主編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872 越南語實用發音 梅氏清泉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57 我詩 吳學亮作 初版 精裝 2

9789574347957 我詩 吳學亮作 初版 精裝 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53 蛻變遊戲 施如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84 千千的虎掌燒 徐之浩文; 蔡美保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38 鵝童集: 摩登臉書的走讀時光 吳明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596 刑事訴訟法研究 黃東熊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48 電路學精釋 陳俊隆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俊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麗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明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東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施如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之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梅氏清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學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謝春美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24 邱麗玲作品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54 驀然回首:吳文彬的八八自述 吳文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48954 驀然回首:吳文彬的八八自述 吳文彬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12 彩墨彬雅: 李彩彬女史書法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66 劉龍華回顧展 劉龍華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73 禾風往事: 至愛教育與至愛人生 王廷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10 台灣俗語筆記 王俊彥, 鄭汶老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500 原住民族泰雅語學習教材: 初級版學習教材本及CD教材(初學者專用)陳勝榮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45 人間妙音 林孟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22 優遊筆墨到花甲: 莊賜祿創作專輯 莊賜祿創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孟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賜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汶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勝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志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廷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施李彩彬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15 手繪臺中百年舊城 柴玉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60 袖山樓吟增 鄧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777 錦璨雲華 蔡錦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13 瑤池金母詩篇. 壹 郭南州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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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51 一草一木皆人生: 周昌弘回憶錄 周昌弘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82 台大轉學考英文用書 李盛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25 輕霞秋日: 楊永福作品集 楊永福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18 一種結合空間充填實驗設計與田口實驗設計能最佳化輪型機器人操作效率之技術林邦傑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邦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震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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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昌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錦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三榮

送存冊數共計：1

柴玉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339 老梅謠. 卷一, 血色童謠 芙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346 老梅謠. 卷二, 凶宅探秘 芙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353 老梅謠. 卷三, 混沌七域 芙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360 老梅謠. 卷四, 正氣長流(大結局) 芙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247 張人俊八五自述: 戎馬回顧錄 張人俊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278 色彩交響: 邱芳珠創作展 江明哲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391 苦瓜酒酣:賴展昌 由厭生愛 退教生藝書法展賴展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20 體育回顧文集 蔡崇濱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605 新手媽媽坐月子到宅服務創新方案規劃與執行杜佩紋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643 成佛捷徑 方力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803 孤單立足 陳禮元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禮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杜佩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力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展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崇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張人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邱芳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芙蘿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73 王為銧八十回顧展 王為銧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64 新16張 東華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57 Reality of space and time in three dimensional space-time frames: contextual realityTower Chen, Zeon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940 奠文詮釋 楊烱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46 騎行者 林和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14 大家一起來改良土壤: 吳瑞明先生及其農友們廖雪芳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90 節氣.美學: 張翠容創作專輯 張翠容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183 胡家麒的耕耘人生 胡家麒編著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75 吳淑嬪歌仔戲劇本創作集 吳淑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家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吳淑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雪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翠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烱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和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漢濤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為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398 萬點行情的股市贏家: 散戶這樣操作一定會賺錢許江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80 漂浪日記: 乘著輪椅去航行 雅子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73 謝坤宏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研究報告彙編謝坤宏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58 宇宙遊記 宇宙無極靈尊府無極副靈尊觀音佛祖, 蔡新發菩薩編平裝 1

9789574351541 宇宙遊記 宇宙無極靈尊府無極副靈尊觀音佛祖, 蔡新發菩薩編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65 嶼眾不同: 呂文成創作專輯 [呂文成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96 天主教法蒂瑪聖母顯現100週年淡水法蒂瑪聖母朝聖地巡禮王佳信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1596 天主教法蒂瑪聖母顯現100週年淡水法蒂瑪聖母朝聖地巡禮王佳信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01 千山藝獨行: 李有福八十回顧展專輯李有福創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25 人生必修的課題 丁渝洲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有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渝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文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孫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坤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喜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江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雅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63 阿堂遊誌 黃益堂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56 曙光: 曙光民宿. 一 紀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70 荷風墨韻: 莊淑綿書畫集 [莊淑綿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94 詩書緣情: 賴淑珍詩書集 賴淑珍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817 中文藝術歌曲 時光畫布系列-浮雲: 混聲四部合唱陳立寧詞曲; 王毓璨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1824 中文藝術歌曲 時光畫布系列-浮雲: 獨唱曲陳立寧詞曲; 王毓璨編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893 柯伯彥書法展專輯 柯伯彥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862 追憶 王家喻, 陳亞萱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16 那些年 老婆不在身邊 林功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61 曾經的你,完整了我的生活 Swimming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芸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家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功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立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柯伯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淑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淑珍

黃益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59 They tell the story or not Du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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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2104 天南地北話山經: 山中的故事. 第一輯黃志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11 金少飛.吳忠雄藝術作品集 吳忠雄創作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098 基於實務專案引導之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蔡耀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65 詩生活: 渠園詩文集 許幸姬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97 台灣炻器之發生: 鈞窯再現 林建宏, 紀向, 黃瑞慶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19 貓知道 壞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02 伏櫪集 李福登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福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信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建宏(苗栗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意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耀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士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志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忠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致瑋



9789574352364 流浪 蘇信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01 生活法律一點通 張春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18 前進大陸司法考試. 2018 謝蔭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70 KK音標速成秘笈 蕭哲明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63 四十年猶入門: 林文嶽學藝之路創作誌林文嶽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24 初見十二月令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31 滕州党氏族譜 党象萊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09 旗女子.奇女子.李孟雲: 璀璨人生之小品隨想李孟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760 袋子老哥 李登盛, 楊凱斌作; 吳毓文, 林昕儀繪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富美(桃園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孟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凱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尹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慧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哲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文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春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蔭恩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858 漫漫浮生: 陳富美作品集 陳富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90 藍毛球 林函蒝, 林姿婷作; 林函蒝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57 蔡江隆.陶藝作品專輯 蔡江隆[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40 財務金融課程體驗與實作之學用合一教學成果與成效彭雅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26 義醫正道: 引導臺灣進入正常社會 林義鈜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98 我的兒子是聲優 黃顯堂, 黃柏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84 民之所欲 善留人間: 湖南耒陽胡善民九0回顧胡語芳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823 松.煙.墨: 薛松的藝術 孔鳴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107 終身學習與高齡自主學習 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121 跨界、匯流與全媒體 林富美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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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義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顯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江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彭雅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姿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649 防癌抗癌5功寶典 台灣癌症基金會專業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56 抗癌且長壽的35個心靈通則!: 精神科權威教您,從「心」開始,與癌共處!保坂隆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63 骨科自癒地圖:讓身體的痠痛自然好蔡凱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70 重生: 從煙毒犯到王牌保險經紀人的眼淚與轉捩陳慧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687 唱出好聲音: 顛覆你的歌唱思維,讓歌聲自由陳威宇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48694 癌症復健跟著做,提升生活好品質: 國內第一本癌症專業復健指導王柏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305 童詩十九首: 阿公給孫子的禮物 李飛鵬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643 藏而縱賞: 文物維護實務研討會論文集黃金富總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379 拓犮黎的歷史(節譯本1): 伊斯蘭教前時期穆罕默德.本.賈里爾.拓犮黎(Muhammad bn Jarir al-Tabari)原著; 徐正祥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4386 拓犮黎的歷史(節譯本1附冊): 手稿插畫徐正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702 酸菜的滋味 木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727 Introductory notes on translation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922 普通化學百分百試題詳解 李鉌著 平裝 1

9789869494922 普通化學百分百試題詳解 李鉌著 平裝 1

9789869494939 有機化學高分精粹(後中醫/後西醫102-106年試題詳解)林智著 平裝 1

9789869494946 食品衛生檢高普考(內含農產加工)100年-106年試題詳解黃上品等著 平裝 1

9789869494946 食品衛生檢高普考(內含農產加工)100年-106年試題詳解黃上品等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手國際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元進階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徐木笛文創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展元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紙文物維護學會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5220 影植在鄉情藝境: 翁庭華師生攝影聯展作品集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526 望鄉: 父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 郭松年著; 曾巧雲, 許倍榕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57 闇的美術史:卡拉瓦喬引領的光影革命,創造繪畫裡的戲劇張力與情感深度宮下規久朗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64 同情者 阮越清著; 顏湘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88 願你安息 薇比克.羅倫茲(Wiebke Lorenz)著; 賴雅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595 紙的世界史:承載人類文明的一頁蟬翼,橫跨五千年的不敗科技成就馬克.科蘭斯基(Mark Kurlansky)著; 王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07 跑過裂谷 娜歐蜜.貝那隆(Naomi Benaron)著; 聞若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7821 烈日帝國: 非洲霸權的百年爭奪史1830-1990勞倫斯.詹姆士(Lawrence James)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38 生命如何創新: 大自然的演化創新力從何而來?安德里亞斯.華格納(Andreas Wagner)著; 詹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45 偷書賊: 建構統治者神話的文化洗劫與記憶消滅李戴爾(Anders Rydell)作; 王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52 歐亞現場 張翠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69 金澤不思議 村松友視著; 顏雪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734 絕代風華走過歲月 江美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870 華才心靈點滴: 凝聚智慧.開創新境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87 完整歷程: 人工智慧核心思維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4894 意識力學: 揭開組織本體世界 華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735 不戰的勇士: 鋼鐵英雄戴斯蒙 法蘭西絲.杜斯(Frances M. Doss)著; 鍾友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742 小黑五部曲之小黑,大步向前走! 馮家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773 希望的力量: 克服憂鬱、焦慮、愧疚和壓力的力量朱利安.梅格薩(Julian Melgosa), 邁克遜.博爾格(Michelson Borges)合著; 吳晨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773 希望的力量: 克服憂鬱、焦慮、愧疚和壓力的力量朱利安.梅格薩(Julian Melgosa), 邁克遜.博爾格(Michelson Borges)合著; 吳晨歡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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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祐安大斅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翁氏攝影創作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可孛羅文化



9789869334037 鉛筆力: 手繪x素描x塗鴉x書寫,一枝鉛筆玩出無限創意蓋.菲爾德(Guy Field)著; Nicole Ho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6314 被遺忘的華爾滋 安瑞特(Anne Enright)著; 林為正譯一版 平裝 2

9789574457649 台灣文學研究在韓國: 歷史情感與東亞連帶陳國偉, 林大根主編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327 死者之證. 3, 時間的祕密 蕭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334 京城情報司 季靈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2867341 冷案重啟. 5, 潘洛斯階梯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358 和你的世界談談. 1, 荒漠甘泉工作室桃桃一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684 兩岸情緣30年 習賢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73306 從蔣介石引退到李登輝下台: 當代政海恩怨錄 愈政九十摭憶閻愈政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616 「高屏溪流域河川水質採樣檢測分析」工作計畫. 106年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編著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494 台灣政治雨夜花 馬康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500 臺灣政治思想起 馬康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013 白酒達人: 第一本全方位高粱酒秘笈!陳寶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573 基本急救 李秋燕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80 國際海事組織典範課程1.14: 醫療急救李秋燕編譯 平裝 1

9789869432597 國際海事組織典範課程1.28: 客船群眾管理培訓客艙提供對旅客直接服務人員安全培訓周明宏, 廖宗, 黃振邦編譯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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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酒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屏溪流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耕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44 龍岡滄桑與風華 胡世詮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133 德聲文集 孟德聲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921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75938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75969 溈山靈祐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75976 溈山靈祐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910 宅男打籃球 洪元建編繪 初版 平裝 第9集 1

9789866081941 花甲男孩轉大人 陳繭漫畫; 楊璧瑩、吳翰杰、詹傑等電視劇本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958 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 虛淵玄原作; 佐久間結衣漫畫; MW翻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6081965 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 虛淵玄原作; 佐久間結衣漫畫; MW翻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6081989 一起搭捷運,好嗎? SALLY作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789 浦羅柯菲夫鋼琴奏鳴曲集 鮑利斯.柏曼(Boris Berman)著; 孫樹文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378796 <>前奏曲 洪千惠編曲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1686 國民中學組織文化、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謝勝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71693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教師情緒勞務、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初探謝勝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66265 侯佩岑為愛朗讀 侯佩岑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高雄天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峽前鋒文化



9789571370149 一個人的臨終 上野千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0736 挑戰資本主義: 大衛.哈維精選文集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作; 許瑞宋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1436 呂世浩細說史記：入門篇 呂世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757 10分鐘掌握品牌行銷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25 唐代玉雕綜論 方勝利, 劉嶔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70 刺殺騎士團長. 第1部, 意念顯現篇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887 刺殺騎士團長. 第1部, 意念顯現篇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1894 刺殺騎士團長. 第2部, 遷移隱喻篇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1900 刺殺騎士團長. 第2部, 遷移隱喻篇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037 女暴和她家的受害者們 MR.6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105 艾莉絲的靈數密語 艾莉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112 蔬食真味 李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150 從0到1的發想術 大前研一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167 達賴喇嘛的領導智慧 達賴喇嘛, 勞倫斯.穆增伯格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174 決戰熱蘭遮: 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 陳信宏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181 火藥時代: 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 陳榮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04 過度溫柔的社會: 不強迫、不否定、不責備,為什麼我們不敢說真心話?榎本博明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28 絕對小孩. 3；夢拐角 朱德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42 衝到最後一刻:韓國咖啡品牌 caffé bene走向全球市場的秘密金善權著; 史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59 忘了我是誰 蔡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73 韓國人帶路！你沒去過的首爾: 30條最適合情侶、閨蜜、追星的四季一日旅李美梨著; 張鈺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297 哪有工作不委屈，不工作你會更委屈洪雪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10 中國的亞洲夢: 一帶一路全面解讀,對台灣、全球將帶來什麼威脅和挑戰唐米勒(Tom Miller)著; 林添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27 破局: 揭祕!: 蔣經國晚年權力佈局改變的內幕吳經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41 採珠勿驚龍. 2: 鯤鵬之變 二郎神犬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58 時空旅行的夢想家: 史蒂芬.霍金 吉蒂.弗格森(Kitty Ferguson)著; 蔡承志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365 謝沅瑾狗年生肖運勢大解析 謝沅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72 對決病毒最前線: 從流感、炭疽病、SARS到伊波拉,資深防疫專家對抗致命傳染病的全球大冒險阿里.可汗(Ali S.Khan )著; 威廉.派屈克(William Patrick)執筆;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396 因為尋找，所以看見 謝哲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02 膚下之血：亞歷山大.麥昆: 一位天才設計師的誕生與隕落安德魯.威爾森(Andrew Wilson)著：林說俐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19 廚房 吉本芭娜娜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426 人之初 洛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33 外食族們,回家開飯吧!: 221道手殘小資女也學得會的家常料理,讓厭世的上班族回歸餐桌,吃回健康李美敬著; 邱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40 大人的社會課: 從阻撓議事到邊際效應,搞懂世界的真實運作劉炯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64 我會自由,像青鳥一樣 蔡瑞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71 每天10分鐘,從CEO視角學管理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吳素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88 你的人生,不能就這樣算了!:走過烈火磨難後最真實的生命體悟，7個關鍵提問改變人生約翰.歐萊瑞作; 歐陽端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95 藥與毒: 醫療的善惡相對論 蘇上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501 美感京都: 李清志的京都美學 李清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518 家國如斯: 趙怡兩岸札記之三 趙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532 請你關注我 Aid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549 野台戲 范毅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563 信號: 原著劇本 金銀姬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2570 信號: 原著劇本 金銀姬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72587 神祕女子 阮慶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594 紫微探源 王文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00 東京歷史迷走 胡川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17 森林 馬克.馬汀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624 大東京23區散步 泉麻人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31 有薏健康!防癌之母莊淑旂的紅薏仁養生法莊壽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48 成為更強大的自己: 20歲天才少女完全制霸世界七頂峰、南北極點南谷真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55 他們說的幸運之神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邱喜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62 永恆的懷疑 賽珍珠作; 高紫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79 跨界思考操練手冊: 從個人探索到解決問題,7步驟找出你的優勢,讓跨界經驗發揮最大效應陳永隆, 王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16 你一定看得懂的易經六十四卦 劉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23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物理?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30 馬戲團之夜 吉本芭娜娜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61 誰說不能從武俠學化學?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78 你的失敗不是偶然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85 十二個漢字品歷史 張一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92 好多好多 馬可.馬汀(Marc Martin)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2808 傷風敗俗文化史: 十五個改寫人類文明進程的墮落惡習羅伯.埃文斯著; 鄭煥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815 成吉思汗: 近代世界的創造者 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著; 黃中憲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853 你是長壽的性格嗎?: 比起飲食與運動,性格與生活哲學更能影響你的壽命岡田尊司著; 張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884 天天都好用的實效心理學: 為什麼離你家愈遠的餐廳，感覺上愈好吃?80個科學實證的心理效應,教你避開思考陷阱,做出最佳決定池谷裕二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921 掰掰戀愛腦 玲瓏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969 機會效應: 掌握人生轉折點,察覺成功之路的偶然與必然洪震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976 探尋村上春樹的東京: 8部小說,8段青春記憶王曦著 平裝 1

9789571373003 一天一D: 維他命D幫你顧健康 江坤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983 影劇六村活見鬼 馮翊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010 惆悵又幸福的粉圓夢 吉本芭娜娜著; 劉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3089 我,和我自己 夏和熙: 前往夢想的道路,哪怕只前進一步,也決不原地踏步夏和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3954 究竟苦邊 釋開仁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200 種回小林村的記憶: 大武壠族民族植物暨部落傳承400年人文誌徐銘駿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5040 雄精采X美術風: 2017年度展覽作品暨藝術名家邀請展吳勝法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采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73

高市正信佛青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908 自然發音法. 基礎篇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19915 自然發音法. 基礎篇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19922 自然發音法. 加強篇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19939 自然發音法. 加強篇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19946 自然發音法. 進階篇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19953 自然發音法. 聽力篇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其他 第1冊 1

9789864980062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0冊 1

9789864980079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1冊 1

9789864980086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2冊 1

9789869519977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19984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19991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3冊 1

9789864980000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4冊 1

9789864980017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5冊 1

9789864980024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6冊 1

9789864980031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7冊 1

9789864980048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8冊 1

9789864980055 創意文法HG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9冊 1

9789864980192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0冊 1

9789864980208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1冊 1

9789864980215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2冊 1

9789864980109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1冊 1

9789864980116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2冊 1

9789864980123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3冊 1

9789864980130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4冊 1

9789864980147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5冊 5

9789864980154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6冊 1

9789864980161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7冊 1

9789864980178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8冊 1

9789864980185 創意英文BDA 堉舜創意教學研發中心編輯 初版三刷其他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724 佛教四部宗義見解明釋 倉忠仁波切.昂望丹津作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494731 佛教四部宗義見解明釋 倉忠仁波切.昂望丹津作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494748 佛教四部宗義略釋(藏漢版) 倉忠仁波切.昂望丹津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34

悅翔數位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醫大

送存冊數共計：1

堉舜國際文化



9789866105302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 創建篇(1954-1973)鄭志敏, 林丁國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05302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 創建篇(1954-1973)鄭志敏, 林丁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0841 走出山坳 陳彩娣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65 為你落凡塵 高峻卿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72 人的證明 李克世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89 忍川 李克世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896 詩詞散曲精華錄 孫土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02 芳菲集 艾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19 徜徉於偉人故里 鐘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33 平仄記憶 孫和林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57 魘夢日記 古鎮無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64 無聲的青春. 2, 大學季 何益達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26 尋找實相 楊正雄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71 生命密碼: 名字造命 白慶忠, 白海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720988 夢裡雲歸何處尋 飛魚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08 機遇那點事 楊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22 九十歲草民野議文選 朱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39 底層生活九十年實錄文選 朱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46 理論與歷史: 對社會演化和經濟演化的理解路德維格.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何品, 胡玉琴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53 遠去的青春記印 李地耕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60 遙遠的兵團我的家 張永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77 峭壁上的夢想: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邢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84 晚霞與鴻雁齊飛 徐華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26391 拙筆描神州: 徐華生詩詞楹聯集 徐華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00 望穿秋水 陳鼎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17 <>三部曲. 人界, 欲之魂 黎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24 <>三部曲. 上界, 精之魂 黎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31 <>三部曲. 下界, 惡之魂 黎明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55 流年小集 鄭書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62 儒教聖典 宋克平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79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154首) 陳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86 世界名詩欣賞 陳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4593 沉在湖底的村莊. 上部 宋其蕤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02 閒言碎語 曾凡順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19 戰爭雜碎 裴指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26 畢生癡 席少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33 那年那月那情 衣寶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40 回頭女人淚 張進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57 一個山村教師的讀書隨筆 伊鳴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64 閑敲棋子 楊蓉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凌零



9789869494571 大雪無痕 劉永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88 雲端羈絆 岳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4595 雪隱 杜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5109 走讀隨筆 陸兆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5116 你好,劍 黃政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304 八字奇門遁甲萬年曆 一善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311 八字算命與生活改運 一善居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359 轉法輪(越南語版) 李洪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366 法輪功(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373 轉法輪法解(越南文版)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380 轉法輪. 卷二(越南文版)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397 法輪大法義解(越南文版) 李洪志 平裝 1

9789865885403 法輪大法: 美國法會講法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410 法輪大法: 北美首屆法會講法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427 法輪大法: 悉尼法會講法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434 法輪大法: 精進要旨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441 法輪大法: 大圓滿法 李洪志[作] 平裝 1

9789865885458 法輪大法新西蘭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465 法輪大法澳大利亞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472 法輪大法美國東部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489 洪吟(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496 法輪大法美國西部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02 法輪大法瑞士法會講法(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19 法輪大法新加坡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26 法輪大法長春輔導員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33 法輪大法歐洲法會講法(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40 法輪大法加拿大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57 洪吟(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85564 法輪大法: 美國中部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71 法輪大法: 導航(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88 法輪大法: 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595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三(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01 法輪大法: 休斯頓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18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二(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25 法輪大法: 精進要旨. 二(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32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一(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49 法輪大法: 北美巡迴講法(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56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六(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63 法輪大法: 音樂與美術創作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70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四(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3

益群



9789865885687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五(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694 法輪大法: 二零零四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31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七(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62 洪吟. 三(越南文版)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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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76825 青春二二八: 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李喬等撰稿; 楊翠主編 平裝 1

9789869276832 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二二八事件70週年紀念專輯邱斐顯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86490 兒童的奧秘 馬丁.馬蒂(Martin E. Marty)著; 郭恩惠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886506 生態環境圖畫書推介 李明足等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729 正義即是包容: 使命價值與正義、人權的探索Sr. Clare Nolan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3258 愛在非揚 周文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992 教會重振朝氣: 致天主教會全體主教,論對教會的生命及使命的聖統性與神恩性恩賜之間的關係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202992 教會重振朝氣: 致天主教會全體主教,論對教會的生命及使命的聖統性與神恩性恩賜之間的關係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117 安歇寧靜好所在: 聖嘉民安寧病房十週年紀念文集靈醫會之光編輯委員編著; 莊惠蓉, 林春蘭等主筆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天主教靈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中教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毛毛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桃園龍德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二八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252 完善銀髮族生活品質及照護體系 邱弘毅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76 台灣糧食自給率之影響及因應 盧虎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83 全球化及反全球化之發展與影響 台灣戰略模擬學會, 劉文超, 楊浩彥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290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 余騰耀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700 推升循環經濟價值之關鍵議題 張添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717 智慧機械產業發展與關鍵策略 羅仁權等作 平裝 1

9789869605724 台灣能源績效世界評比與系統脆弱度. 2017梁啟源等作 平裝 1

9789869605755 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及應用案例 胡憲倫等作; 余騰耀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762 改良教育體制,培養台灣科技人才: 解決引進科技人才的困境李誠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0773 主計法規輯要. 中華民國107年版 主計月報社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607 兒盟瞭望. 10, 友善兒少司法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4493 期貨信託法規及自律規範: 期貨信託基金機構銷售人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修訂六版平裝 1

9789869602167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修訂十八版平裝 1

9789869602150 期貨交易法規: 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 修訂十八版平裝 1

9789869602143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含自律規範: 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4修訂十八版平裝 1

9789869602136 財務分析: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3修訂十七版平裝 1

9789869602129 投資學: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修訂十三版平裝 1

9789869602112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修訂十九版平裝 1

9789869602105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1修訂十八版平裝 1

9789869602174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 2 修訂十四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5658 法句經講記. 三 釋傳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595 蓬萊新韻: 中華插花藝術展. 2018 中華花藝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證券期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佛教文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國主計協進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中技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628 使人生命改變的6堂課: 戀愛、婚姻、職場和社會參與張振華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21180 心之極致,路之開展: 應用正向行為支持介入智能障礙者的行為問題周耕妃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103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策略、理論與實踐蔣本基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43340 從英國到台灣: 蘭大衛父子及宣教士文史特展專輯詹麗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764 向低碳社會挑戰的土木工程 日本公益社團法人土木學會原著; 蘇藤成翻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103 翻轉人生九部曲: 瑜伽九式 翁麗芬作 初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210 行天宮列聖寶經. 二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722 青海黃南州殊像畫院落成典禮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論壇手冊鍾偉愷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宗教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臺北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覺醒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切膚之愛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心路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鼎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改變書房



9789868281660 愛與光: 聖經繪畫故事展覽手冊 卓靜美, 王彬全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23623 舊建築再利用: 歷史.理論.實例 傅朝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3023623 舊建築再利用: 歷史.理論.實例 傅朝卿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336 少年日記 蔡玉村著; 張良澤編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9148 醫院設計方程式The insight of the X 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7522 笛之韻詩書集 徐享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8817 財團法人台灣首廟天壇(天公廟)導覽手冊陳淑鈴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7769 台北藝術自由日. 2014-2016 黃禹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9375 慢飛天使 尹可名等撰述 初版 平裝 2

9789578819375 慢飛天使 尹可名等撰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476 佛.緣: 河北曲陽白石佛教造像藝術展論文集如常法師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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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首廟天壇董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伊日美學生活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齡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續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都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6021 感恩福慧增: 培植「心」能量 香光尼僧團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106 金剛經與持修密法 釋迦牟尼佛口述; 鳩摩羅什法師編譯; J.C.詮釋與教授修持密法初版 平裝 3

9789869551113 戀愛聖經: 尋找伊甸園的真愛 J.C.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250 彎出生命力 王志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5234 國界上的漂流者 馬萱人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383 承先啟後: 羅丹與他的藝術圈 查理斯.艾.萊利二世(Charles A. Riley II)作; 鄧伯宸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4400 凝視日常: 荷蘭藝術家哈勒曼特導覽手冊郭玲玲, 廖婉如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4417 凝視日常: 荷蘭藝術家哈勒曼特 郭玲玲, 廖婉如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181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中英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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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1119 青青的好幫手 曹益欣文、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3285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三屆孫梓評, 董柏廷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8703285 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三屆孫梓評, 董柏廷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忠義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榮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律扶助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伽耶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們的家愛與智慧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917 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 王志誠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9917 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 王志誠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598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比率. 106年版(105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6478604 企業會計準則(EAS)財報主要行業財務結構資訊統計. 106年版(105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677 水哥幫幫忙! 陳宥成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403 龍飛鳳舞: 溫萬壽書法作品專輯 溫萬壽作 平裝 1

9789869522403 龍飛鳳舞: 溫萬壽書法作品專輯 溫萬壽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9712 生命的美麗轉彎 致福益人學苑編輯小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16992 產險公司業務經營之理論與實務 鄒政下著 平裝 1

9789869579612 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實務與案例林宏義, 朱政龍, 高旭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120 鯤鯓民俗: 林晉水墨作品集 林晉作 精裝 1

9789869465137 傳承: 楊義勳油畫創作展 楊義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21914 台灣手語聖經辭典彙編 陳育麟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馬偕、林輝成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業希望教育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3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融聯合徵信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900 歡迎來我家 海墘營社區繪本工作坊學員文.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533 捉迷藏 張宜玲文字; 何嘉慧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8725 小豬嘟嘟的營火晚會: 燒燙傷 平裝 1

9789572818732 小艾艾的大眼睛: 3C奶嘴 平裝 1

9789572818749 探險家小鼠波波: 噎食嗆咳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800 新北市山林古道之小土地公廟調查與測量. 一, 雙溪地區劉憲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514 聲音地誌. V, 台南臨海 劉致宏作 平裝 1

9789869022521 聲音地誌. VI, 雪梨 劉致宏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977 胡金銓的動畫夢: 張羽煮海 胡金銓等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067 原始點健康手冊 張釗漢作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8916074 原始點健康手冊(簡體字版) 張釗漢作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625 我的寶貝聖經(簡體字版) 卡琳.朱爾作; 南西.孟格插圖; 黃耀禮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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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惟生醫學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崇光女中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墘營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9789575504762 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譯再版 精裝 1

9789575504762 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譯再版 精裝 -1

9789575504762 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譯再版 精裝 1

9789575504861 一粒微塵: 微小卻充滿恩典的生命經歷陳明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878 價值觀的翻轉 金元泰作; 李秀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2287 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作; 王雲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946 如何成為禱告的戰士 史多美.奧瑪森(Stormie Omartian)著; 林芳如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478960 末日揭祕 大衛.斯利克(David Sliker)原著; 林怡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8977 經歷聖靈 布永康(Reinhard Bonnke)原著; 楊淑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78991 逆轉人生的思想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著; 林芳如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56002 大衛.鮑森自傳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黃從真, 郭秀娟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56019 神的和好計畫 湯海士(Tom Hess)著; 孫以理, 郭秀娟譯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017 傳承創新與永恆: 嘉農人物與風光40年前後邱義源總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239 聖經360度 丹尼爾林(Daniel Lim)著;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336246 復活再臨的君王 丹尼爾林(Daniel Lim)作; 劉如菁譯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599 阿爸!天父!我的主...... 劉民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165 不知不覺談到祢: 對話式佈道 諾曼.賈斯勒, 大衛.賈斯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7991 臺日合作發展模式之研析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2905 關鍵人才職能基準建置綜合零售業商品採購人員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2912 新興服務業發展趨勢 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業發展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基督教異象事奉展望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清誠教育事務基金會



9789869552929 區域貿易TPP、 RCEP及TISA之追蹤與影響評估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2936 全球運動健身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7黃毓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088 國語日報年度嚴選小學生作文100 胡碩傑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095 牧笛獎精品童話: 機械人保母 于景俠等作; 吳羚溦等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118 蝸牛: 林良的78首詩 林良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577518132 再別錯別字:掌握語意,學會用字的思辨力!陳正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149 不會騎掃把的小巫婆 郭桂玲作.繪 一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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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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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4024 朝向希望的天空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4031 母&子攜手向前行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34062 學習勝利的經典: <>. 6, 法華證明抄等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4079 法華經的智慧: 論二十一世紀宗教 池田大作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534086 新.人間革命. 第28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0519 戶田城聖: 偉大的「師弟」之道 台灣創價學會, 創價新聞社編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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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冊 1

9789869580557 新.人間革命. 第7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0564 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80571 學習勝利的經典: <>. 4, 崇峻天皇書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0588 學習勝利的經典: <>. 9, 致中興居士函等三篇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0595 青春對話. 下: 寄語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池田大作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505 女性與家庭教育 何福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468 蔬食好料理. 2: 饗瘦健康,樂齡美食你能做!吳黎華食譜設計示範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5475 擊退乳癌: 治療乳癌的方法及乳房重建後的自我照護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開放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46 不一樣的教宗: 教宗方濟各80個小故事羅薩里奧.卡雷洛(Rosario Carello)著; 徐明慧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428 數位轉型: 台灣流通資訊科技投資與應用趨勢. 2017-2018年李震華, 劉家委作 精裝 1

9789575817442 數位經濟下的人工智慧應用 任上鳴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817503 5G寬頻AR/VR全景視訊應用商業評估報告曾家宏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510 無人機隊空中巡警服務應用商業評估報告王義智, 楊政霖, 蘇醒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2249 無所不在的物聯網 財團法人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作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705 臺灣推動進階護理的典範: 白寶珠女士余玉眉主編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669 現代養豬新知識. 2 顏宏達編著 平裝 1

9789869265676 農業科技產業分析方法論手冊 林恒生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9602501 機能性產品成分分析與功效平台建置與驗證洪紹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954 禪.悅人生: 樂活人生十要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3961 知福惜福有幸福 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628 愛的允諾: 楊天錫醫師(37/4/15出生). 第13冊楊天錫醫師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彰縣楊春木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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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智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828 緬泰佛教概要 三力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842 心經新疏 季聖一居士纂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866 瑜珈師地論本地分表解(一-三輯合刊)強梵暢居士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3873 阿彌陀佛48大願淺釋.淨土念佛法門問答陳義孝演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880 修禪要訣 治禪病秘要法 禪宗決疑集合刊(唐)佛陀波利說; (宋)沮渠京聲譯; (元)智徹述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897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文珠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443 謝春德平行宇宙系列: 勇敢世界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9789869359467 菲常態: 尋找家園-羅納德.溫杜拿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6151 揮別這樣就好的人生! 劉群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3259 羔羊無論往那裏去都跟隨 江守道等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33266 你們是我的見證: 你們是我的見證、教會:基督豐滿的見證、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更多認識基督、效法祂的死江守道等講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027 道教與民間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亞太保生文化祭. 2011趙欽桂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8725041 道教與民間宗教神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保生文化祭. 2013趙欽桂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8725089 一起尋找真理: 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廖武治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25089 一起尋找真理: 基督徒與道教民間信仰者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廖武治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8141 黃教授最後一堂身教課 陳慧瑩文字採訪 平裝 1

9789866128141 黃教授最後一堂身教課 陳慧瑩文字採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8116 漢字在生活: 多媒體創意教學教案 楊益風課程設計; 丁儷蓉等教案撰寫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漢光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北保安宮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醫學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士林靈糧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基督徒福音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北當代藝術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1816 保生大帝藥籤詮解 高國欽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8491816 保生大帝藥籤詮解 高國欽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2342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年報. 2016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3474 真言宗教義 台日學術交流 徹聖文化基金會編輯小組編輯 初版 精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124 游清文油畫專集 游清文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2124 游清文油畫專集 游清文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02131 財團法人嘉義北回文化藝術基金會璀璨風華20載紀念特輯陳茂松主編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942 以進大同: 台北同志生活誌 喀飛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0892 聯結太平洋.十年有成(美國加州沙加緬度、臺灣宜蘭). 2016周威儒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0840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政策及法令解析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編著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0963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實務與案例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137 情緒韌性 Geetu Bharwaney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151 關於機器學習 Ethem Alpaydin著; 劉一慧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175 銀髮金融產業國際發展趨勢及我國銀髮金融商機之研究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182 政府推動創新型導向產業政策下之金融支持與策略發展模式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229 理財規劃: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2018年版)余適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229 理財規劃: 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2018年版)余適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義北回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福智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徹聖文化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0772 醫療院所防火安全緊急應變指引 許銘文, 陳盈月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507 上帝是怎樣的上帝: 我從聖經認識的上帝陳南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514 樂活VS.樂死 胡忠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521 他們的眼睛開了!: 擁抱世界的故事講章宋泉盛著; 陳永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819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廖福特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927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8孫明德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777 新約的職事與使徒的職分 李常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784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九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1663791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九年 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1663838 枯木逢春: 福音見證. 第十七集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1663845 利未記概論 李常受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7637 鄭豐喜藝術獎. 2017: 兒童/青少年繪畫比賽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7153 一線之遙: 亞洲黑戶拚搏越界紀實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導航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約翰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鄭豐喜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1

臺灣建築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會公報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403 藍約翰與愛同行徵文比賽優選集. 2017藍雅菁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126 智慧醫療科技臨床應用. 2017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彙編平裝 1

9789869405133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smart medical technology.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8732 泰克胃通的前世今生: 創下4.2兆日圓銷售奇蹟的Takepron豐田繁作;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961 最討厭的游泳課 林毓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6978 我拼了! 劉宥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2249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6 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192249 台灣家禽統計手冊. 2016 陳志峰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133 靈鷲山弘法紀要. 2017 釋法昂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308 一道光的旅行 Charles Chen[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513 背起相機看武漢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平裝 1

9789869582506 背起相機看武漢 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時際創意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靈鷲山般若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訊網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慧夫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醫藥工技發展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864 300個學測最愛考片語 郭文興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93094 行政法概要必勝題庫 谷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117 國文歷屆試題精解 韓姝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155 中級會計學國考歷屆試題精解(含會計學/會計學概要)陳世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162 刑事政策 陳逸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209 生理學.解剖學考前衝刺 薛宇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216 智慧財產權法解題書 陳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223 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睿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315 會計學概要 徐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339 政治學(概要)熱門題庫 李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346 財產法(含民事法綜合題) 李淑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377 透明的刑法解題書 榮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384 國際經濟學(概要) 蔡經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414 國文解題密碼 簡正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445 國文精解寶典 簡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469 中級會計學題庫完全制霸 鄭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506 高頻真題.法學緒論 李叡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520 物理.化學歷屆試題精解 楊協成, 馬南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537 程式設計歷屆試題精解 向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544 兩岸關係 初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568 商事法規(含智慧財產法) 高點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693575 商業會計法 施敏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582 經濟學(概要) 張政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693605 記帳士實用小法典 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施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629 會計學概要熱門題庫 徐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636 國文/公文 林國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650 Mr.Fox的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黎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803 透明的刑總體系書 榮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834 政治學(概要) 初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3841 教育測驗與統計(概要)歷屆試題詳解韓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077 結構學熱門題庫 洪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94145 刑事訴訟法概要解題一本通 安律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707 耕薪建築首部曲: 耕曦全記錄: 記,一場跑了十年的馬拉松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耕薪都市更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932 走詩高雄 丁威仁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1241 文具手帖. Season 9, 書寫的溫度 Hally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1432 佛陀教你不生氣: 心平氣和的幸福生活智慧蘇曼那沙拉著; 卓惠娟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422 全球暖化文明史: 從十八世紀首度發現溫室效應開始,回溯二百年來影響人類文明大變化的十九個關鍵時刻蓋爾.克里斯欽森(Gale E. Christianson)作; 達娃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446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經典悲戀小說,狂飆時代最惹淚的青春歎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作; 管中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453 品味穿搭手繪筆記 菊池溫子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460 黑死館殺人事件: 本格推理炫技經典X四大奇書始祖小栗虫太郎著; 詹慕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477 遠大前程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羅志野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484 不是孩子不乖,是父母不懂!: 腦神經權威x兒童心理專家教你早該知道的教養大真相!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瑪麗.哈柴爾(Mary Hartzell)著; 李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491 美國幼兒園原來這樣教: 一個華人媽媽在紐約曼哈頓的教育大震撼(最適合2～6歲黃金學習期的全方位育兒書)大J著 平裝 1

9789863842507 西洋哲學史2500年: 牛津大學哲學導師Dr. Magee從繪畫、雕刻、善本、遺跡及歷史照片,還原古希臘到21世紀初各時代思潮氛圍(DK全彩圖解版)布萊恩.麥奇(Bryan Magee)著; 王尚文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514 跟美國兒科醫師學育兒(0-2歲): 感動100萬父母的育兒奇蹟!紐約專業照護團隊指導,為你的寶寶打好全方位發展基礎大J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538 虛擬貨幣經濟學: 從線上寶物、紅利點數、比特幣到支付系統,數十億人都能從中獲利的新興經濟趨勢愛德華.卡斯特羅諾瓦(Edward Castronova)著; 黃煜文, 林麗雪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545 大仿寫!文豪的100種速食炒麵寫作法: 太宰治、村上春樹、星野源,古今東西名家文體模仿100連發!神田桂一, 菊池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583 小公主莎拉 法蘭西絲.霍奇森.伯內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作;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590 十五少年漂流記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作;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613 海底躲貓貓: 海洋生物總動員,怎麼找都玩不膩的神奇水世界佩姬.尼勒(Peggy Nill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644 Classique!法式甜點經典配方書: 精準配方+拆解步驟,重現64道巴黎人最愛風味具宣我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651 STEP高效能父母學: 整合阿德勒學派與P.E.T.親子雙贏溝通課程的輕鬆教養法李顯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675 超簡單!立體透視畫法一學就會 吉爾.羅南著; 劉美安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374 Buddhism for beginners: questions and answerseditor by Householder Jingtu 平裝 1

9789865888381 阿彌陀魚的故事 淨開法師文字; 淨土宗翻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398 阿彌陀經譯註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55 創作好食光: 國際廚藝競賽之準備、參賽、作品集洪廷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62 數位噴墨機與多媒材設計應用研討會專輯. 2017黃昭銘, 熊亮原聯合主編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崑山科大資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崑山科大

島讀文化學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野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6090 科學斷八字: 邏輯思考輕鬆學命理 黃冠寰, 江幸芬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186137 碧廬冤孽 Henry James原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144 傲慢與偏見 Jane Austen原著; 盧相如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175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2Michelle Witte,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著; 劉嘉珮, 林靜慧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6229 Brief Introduction to Taiwan in English Yen Yen Chen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243 挑戰N4N5日檢全真模擬題: 完整全六回攻略許成美, 中澤有紀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267 尋味葉慈故事選: 紅髮翰拉漢、神祕玫瑰、玫瑰煉金術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作; 陳珮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6335 心智圖神奇記憶國中英單2000: 聯想記憶不死背Maddie Smith, Olanda Lin, Zoe Teng著; 申文怡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342 新制New TOEIC聽力超高分: 最新多益改版黃金試題1000題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作; 王傳明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359 挑戰日檢N3全真模擬題: 完整全五回攻略許成美, 中澤有紀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427 心智圖神奇記憶國中英單2000: 聯想記憶不死背Maddie Smith, Olanda Lin, Zoe Teng著; 申文怡譯初版一刷其他 1

9789863186434 焦點英語閱讀: 六大技巧輕鬆讀英文. Level 3Michelle Witte作; 黃詩韻, 林育珊, 邱佳皇譯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6441 新制New TOEIC閱讀超高分: 最新多益改版黃金試題1000題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作; 林育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7913 現代往生錄. 九 雪心編輯室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309 禮運大同篇禪解(台視易經風水面面觀第3001集起)林松總編輯 再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025 唯心聖教易經大學 宗教教育終身學習陳立岳, 李珍玫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19 閱讀書寫.建構反思. Ⅱ 吳孟昌等作;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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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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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5659165 大學語言課程教研薈萃: 第二語言讀寫教學研究論文集李明懿, 雷貝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165 大學語言課程教研薈萃: 第二語言讀寫教學研究論文集李明懿, 雷貝利主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聖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國語文教學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雪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冊數共計：3

寂天文化



9789865659172 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 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蕭新煌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72 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 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蕭新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59189 中國圖像與法國工藝 李明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59189 中國圖像與法國工藝 李明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901 北區NA-121-12M道路工程(後段)(開南街)用地範圍文化遺址調查評估案發掘報告書鍾亦興計畫主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918 榕樹下西濱快速公路56K+140-56K+320段文化遺址緊急搶救發掘報告朱正宜計畫主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925 嘉義市細繩紋陶文化遺址之範圍及內涵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楊鳳屏, 朱正宜計劃主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925 嘉義市細繩紋陶文化遺址之範圍及內涵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楊鳳屏, 朱正宜計劃主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4932 西濱快速公路白沙屯至南通灣段工程委託店子窩遺址搶救發掘工作成果報告朱正宜計畫主持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4949 農委會合署辨公廳舍新建工程基地植物園文化遺址搶救發掘暨施工監看第二期計畫成果報告邱水金計畫主持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4956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段休閒渡假中心五線IV疑似遺址發掘計畫報告書朱正宜計畫主持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4091 犯罪手法系列.2毒物研究室:250種具有致命效果的經典毒物、植物、藥物和毒品席瑞塔.史蒂文斯(Serita Stevens), 安妮.班農(Anne Louise Bannon)著; 葉品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411 人性枷鎖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978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王德威著; 凃航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4992 心靈的深夜對話 肯特.哈魯夫(Kent Haruf)著; 劉曉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12 女人的勳章 山崎豐子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029 社畜中年 成毛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36 香料漂流記: 孜然、駱駝、旅行商隊的全球化之旅蓋瑞.保羅.那卜漢(Gary Paul Nabhan)著; 呂奕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43 幹上俱樂部: 3D妖獸變形實錄 鄭宜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50 島語 凌性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67 海誓 凌性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81 吹響吧!上低音號. 1: 歡迎加入北宇治高中管樂社武田綾乃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098 不能不去愛的兩件事 松浦彌太郎著; 張富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104 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 <>作者魯西迪魔幻史詩長篇巨獻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著; 蔡宜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111 影像的閱讀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 劉惠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128 論教育 阿蘭(Alain)著; 陳太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135 夜玫瑰 蔡智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5142 蝙蝠 蔡智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159 她不知道那些鳥的名字 沼田真帆香留作;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166 戀愛中毒 山本文緒作; 黃心寧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5173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 柄谷行人著; 吳佩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180 是鴨子還是兔子: 當腦神經學遇上哲學,探討記憶如何更新連結未來的樣貌漢娜.蒙耶(Hannah Monyer), 馬丁.蓋斯曼(Martin Gessmann)著; 薛宇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03 時光的製圖學: 由時間軸拉開的人類文明史丹尼爾.羅森堡(Daniel Rosenberg), 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著; 葉品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27 美字進化論. 2: 500行書常用字精選〈教學本〉李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34 美字進化論. 2: 500楷書常用字精選〈教學本〉李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41 法式香甜.常備點心: 回溫、加工、裝飾、上桌,8種半成品,變化52道,季節x裸感小點陳孝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庶古文創



9789863445258 愛的變奏曲 安德列.艾席蒙(Andre Aciman)著; 黃芳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65 裸人:數位新獨裁的世紀密謀,你選擇自甘為奴,還是突圍而出?馬克.莒甘(Marc Dugain), 克里斯多夫.拉貝(Christophe Labbé)著; 翁德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72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安德列.艾席蒙(Andre Aciman)著; 吳妍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289 我可以不勇敢: 但我有面對脆弱的勇氣吳娮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296 匡超人 駱以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02 武士的女兒: 少女們的明治維新之旅Janice P. Nimura著; 鄭佩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19 一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著; 郭寶蓮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5326 信任 奧修(OSHO)著; Sevi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40 好兵帥克: 經典反戰文學 捷克國寶作家哈謝克崇高遺作雅洛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šek)著; 蔣承俊, 徐耀宗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035 沙漠玫瑰花正開: 修復傷痕、尋回真我,一段擁抱幸福的療癒旅程郭約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042 家庭評估與會談案例:家系圖實務操作必備指南莫妮卡.麥戈德里克(Monica McGoldrick)著; 楊東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059 神奇的自然呼吸: 37阻覺察呼吸練習,改善姿勢、消除痠痛、舒緩壓力,找回身心靈的健康與喜悅理查.布蘭能(Richard Brennan)著; 歐陽羽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215 數位學習者之眼: 應用眼動技術於數位學習研究孫春在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222 漫.話三傑 張玉佩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246 歷史的記憶與日常: 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 哈若圖寧選集劉紀蕙, 陳春燕主編; 王梅春等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253 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 王文杰作 五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546040 徐佳士教授的人生風範 林元輝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4059 筆尖上的智慧: 約翰福音 聖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4066 筆尖上的智慧: 羅馬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加拉太書聖經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54788 耕甘藷園的人 郭振純作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現代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民旅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政大傳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啟示



9789578738287 威尼斯雙年展. 2017第57屆: 個人結構-施力仁「金鋼再現 生生不息主題展」周慧麗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7819 正向人際及生活能力訓練課程(教師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編撰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97826 正向人際與生活能力訓練課程(學生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編撰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2494 去法院相告: 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王泰升作 修訂版 平裝 2

9789863502531 游離其間: 走向映像與文字的中際思域葉維廉詩文; 葉灼攝影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555 光射塵方.圓照萬象: 杜國清的詩情世界杜國清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562 合法性的政治: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趙鼎新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579 西川満研究: 台湾文学史の視座から陳藻香著 精裝 2

9789863502586 演算法觀點的圖論 張鎮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593 汪其楣劇作集. III, 浪漫傳奇拜月亭/招君內傳/芙蓉女兒汪其楣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609 宇宙的顫抖: 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引力波李傑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623 Taiwan Literature:Special Issue on Animal Writing in Taiwan Literatureeditors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654 臺灣的民主生機: 治理能力、政策網絡與社區參與趙永茂、韓保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661 朱子的窮理工夫論 吳啟超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0068313 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 黃俊傑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408 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胡其瑜等作; 張瓊惠, 梁一萍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9865624408 移動之民: 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胡其瑜等作; 張瓊惠, 梁一萍主編二版 平裝 1

9789865624415 校史解碼: 校史數位典藏與經營研究論文集柯皓仁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58921 大數據時代: 資料庫系統實作與案例分析李紹綸著 平裝 1

9789865000417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Logic Pro X 10.3 David Dvor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523 蘋果專業訓練教材: Final Cut Pro X 10.3Brendan Boyki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530 Word 2016入門與實作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47 Excel 2016入門與實作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54 威力導演15: 數位影音剪輯特效超簡單輕鬆做君邑資訊, 陳啟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592 Python入門邁向高手之路 洪錦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608 我的漫畫技法基本功不可能這麼好: 入門到精通. 基本功篇C.C動漫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53 微博幫你賺大錢: 百萬粉絲創造致富商機胡衛夕, 宋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684 Visual C# 2017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3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9789865000691 Visual Basic 2017入門與應用 李春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707 思考的樂趣: 誰說數學是翻不趣的高牆顧森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714 達標!Word 2016經典範例應用 林文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721 SketchUp Pro 原廠中文教材 轡鴻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738 資料庫管理與實務應用: 使用Access 2016王安邦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745 最新網際網路原理、應用與實務 陳德來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752 Bootstrap & PHP & MySQL & jQuery網頁&資料庫應用超速開發設計指南許立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769 生活處處是設計!提升產品及服務的附加價值茶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776 喝對才有效：水,不能一味多喝! 李寧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783 來烹飪吧!: 只要願意進廚房,就是了不起的廚師耀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790 職人親授—手工皮革製作：別出心裁.絕不撞包的情感工藝周曉軍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06 我是早餐女王：48道好吃又好看的精緻早餐李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13 咖啡樣: 全球咖啡浪潮下的Barista觀點x沖煮祕技x知識總覽(暢銷好評版)麥特.羅賓森(Matt Robinson)著; 巫芷紜, 洪郁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37 為什麼總是做錯選擇: 破解心理陷阱,做出正確的抉擇喻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44 好名片,怎麼設計: 善用各式素材和創意工法,讓名片更有價值善本圖書著; 歐宜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51 好設計!讓美食更誘人: 全方位了解食物品牌設計的第一本書沈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68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2019前端領航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75 跨平台網站開發利器-Ext JS 徐會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82 台灣散步行旅: 17條文青必訪的私房路線黃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899 今天飛上海: 必遊地標x特色小店,最HOT的滬城玩法谷聲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905 智慧型機器人: 從深藍到AlphaGo 韋康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912 Sketchup 2017基礎與典型案例解析 黃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0929 程式邏輯訓練從App Inventor 2開始 李春雄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0936 手機程式設計App: 使用AppInventor 2中版介面輕鬆學李春雄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0943 新一代購物網站TWE-Commerce架設與管理梁益祥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5000950 女神的誕生: 風尚人物繪畫技法 方梓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974 BRIDE's GUIDE TO STYLE: 風尚新娘妝髮造型BOOK小雨MAKEUP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0981 讓經濟學助你思考: 生活原來這麼一回事輝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0998 從星巴克學到的殷勤款待: Just Say Yes!目黑勝道著; 王慧娥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001 電腦組裝、選購、測試調校、維護一本通. 2019李慶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018 UNREAL ENGINE VR: UE4開發者手冊Mitch McCaffrey著 平裝 1

9789865001025 達標!Excel 2016經典範例應用 沈志文著 [第二版]其他 1

9789865001049 資料分析輕鬆學: Data Power Today使用手冊Big Data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056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開發實務 賴榮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063 Illustrator創意聯想: 圖文設計/範例應用一次搞定薛清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070 3ds Max創意聯想: Gundam開發計畫專案書趙思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087 提分手的勇氣: 為什麼我們離不開討厭的人加藤諦三著;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094 簡單致富方程式: 學習富豪的思考方法和行動力陳評輝著 平裝 1

9789865001100 北京,好時光: 8大地區X72私家景點,最強自由行攻略仇瀟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117 JavaScript與HTML5設計Windows Apps速戰手冊Chad Carter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124 HTML5+JavaScript程式開發指南 Chris Sells, Brandon Satro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148 娛樂新世代: iOS & Android跨平台應用顧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155 Alias Design 2018: 絕地高手的設計力覺醒特典黃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162 Neo4j圖形資料庫權威指南: 傲視大數據時代的先端利器張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179 Android 8X App開發之鑰: 使用Java及Android Studio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186 超凡掌控數位單眼Nikon D810: 搜捕視界的專業實拍廣角勢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193 OpenStack企業雲端平臺架構與實踐 張小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01209 訓練邏輯從學習樂高機器人開始使用NXT-G李春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216 定格動畫 張曉葉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223 漫畫與插畫技法: Comic & Illustration張曉葉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247 Visual C# 2017程式設計16堂課 吳燦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254 React.js零基礎開發入門 張至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292 讓錢幫你工作: 透視賭神巴菲特理財觀念、人生智慧李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353 商品攝影吸睛術: 專業攝影與後製技術實戰勝典陳遠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377 2019超新版計算機概論: 邁向資訊新世代(全工科適用)陳德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07 解構引導 再現空間: 導視系統設計 肖勇, 梁慶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14 超激效: 零BUG軟體開發 董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21 超級制霸: Data Analysis Using Excel輕鬆速成祕典Data Analyst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8388 金鳶人文創新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張敏捷, 朱艷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42 全球化的挑戰與發展 鄭欽模等作; 王高成, 卓忠宏主編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67 經濟倫理研究.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04 淡江大學宮燈講堂. 2017 潘慧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503 料理刀藝聖經: 從初學到進階,切蔬果、分解肉類家禽、全魚食材備料事典諾曼.溫斯坦(Norman Weinstein)著; 嚴麗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1510 沖繩親子遊一本就GO: 大手牽小手,新手也能自助遊沖繩的食玩育樂全攻略小布少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527 超簡單、不失敗的鑄鐵鍋麵包: 手撕麵包、鄉村麵包、佛卡夏、濕潤Q軟硬麵包,一鍋搞定!高橋雅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534 藥師教你DIY保養芳療聖品: 量身打造70種保濕、美白、問題肌膚、過敏肌膚、身體＆頭髮的純天然保養品鄭善兒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541 減醣常備菜170任意搭、輕鬆瘦: 每餐醣類少於20克、卡路里低於500,讓料理研究師半年瘦10公斤的創意食譜主婦之友社編; 謝琬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558 奇蹟之醬: 醬油老舖八木澤商店重生物語竹內早希子注;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教發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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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崇右影藝科大文創所暨經管所



9789869541565 老後快適生活術: 精神科醫師教你75個壓力全消的熟齡生活練習保坂隆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572 人孔蓋: 低頭看見腳下的歷史藝術館石井英俊著; 章蓓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589 漫夜馨光: 愛與勇氣的旅程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604 網路攻擊鏈數位靶場技術報告 許振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6122 藥品行銷學 理論與實務: 從美國經驗探索台灣的藥品行銷策略Brent L. Rollins, Mathew Perri作; 李元忠, 黃秀卿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9006 結婚前,結婚後: 成長與改變 任兆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9051 新關係花園 麥基卓(Jock McKeen), 黃煥祥(Bennet Wong)著; 易之新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068 一字一句,靠近潛意識: 十個解夢對話實錄黃士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939075 原來,婚姻可以不靠忍耐來維持: 情緒取向伴侶治療的挑戰與承諾劉婷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543 宅森林種子盆栽: 東港美展師生作品集. 二十九屆鄭麗燕, 王財仁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303 簡約實用輕鬆製作: 北歐風木工家具DIYKim Jeoung Eum作; 黃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34 好玩又激發創意的百變指印畫 阿彬叔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72 重複畫的能量 阿彬叔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389 詹姆士木土坊: 歐式木箱DIY 詹姆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33 3步驟畫出超萌美少女 張雅涵, 山本妞羽, 小林柚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457 快樂折氣球 魔人啾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55 時髦可愛!透明UV膠動物造型飾品 貴夫人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62 超萌又可愛!立體造型手工皂: 超詳細圖解!一學就會的46款超人氣香皂禮物組宛珍老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79 暖男主廚的甜點禮物最佳提案 徐現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693 超療癒毛線球動物玩偶: 20分鐘做出色彩混搭、連身的可愛玩偶日本VOGUE社作; 方冠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09 知名韓師親授: 韓式擠花技巧 崔琇晶作;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16 每日畫畫小練習: 1000張動物圖案參考,像不像沒關係,快樂畫畫最重要阿彬叔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23 照著做、輕鬆會: 透明3D果凍花甜點DIY武芳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30 百搭有型的立體熱縮片飾品 Nana Akua作; 王芝文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彩色鹿文創設計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匠科技



9789865783747 正宗韓式炸雞美味食譜 食譜工廠作; 黃璇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54 派對用造型氣球 莉莉.萬(LILI ONE); 林惠敏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2985 知識盲裝會指南: 你不知道的超有趣問答韋品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2985 知識盲裝會指南: 你不知道的超有趣問答韋品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16 原來是醬子!好奇寶寶的冷知識全知道林樵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23 橘貓萌萌保健室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30 超極冷知識: 為什麼雞皮疙瘩不會出現在臉上?李曼尼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009 泰雅勇士大步向前 劉嘉路(Kare Dargaw)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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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3054 飛吧! 雅娜.康妮芙克瓦(Jana Konyvkova)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 張秀瑱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506 台中心田五美賴日貴公派下典藏抄錄古文書集賴鎮成編 平裝 2

9789869524506 台中心田五美賴日貴公派下典藏抄錄古文書集賴鎮成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29403 阿芳老師手做美食全紀錄.1, 媽媽的早餐店: 70道早餐、點心、私房食譜蔡季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10 阿芳老師手做美食全紀錄.3, 媽媽的私房味蔡季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427 阿芳老師手做美食全紀錄. 2, 媽媽的小吃店: 80道小吃、甜品、飯油料高湯蔡季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526 喔,藝術,和藝術家們: 曾文泉的美學生命及藝術旅行曾文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29601 寧靜心靈 艾哈邁德.哈美迪.坦波納(Ahmet Hamdi Tanpinar)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0045 神奇奧義貓塔羅 露娜.韋瑟史東(Lunaea Weatherstone)著; 米淇.穆勒(Mickie Muelle)繪圖; 尤可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551 FAILED IT!犯錯的藝術: 犯錯、公然純粹的失敗、和淒慘攪和在一塊兒,這就是進步的方式Erik Kessel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742 賞味東京 吳燕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773 衣櫃裡的人文學 金弘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780 若山曜子的幸福手感冰藏甜點: 保存袋X烤盤!新手也能成功的免烤冰蛋糕與冰淇淋甜點若山曜子著; 許芳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797 生活槓桿: 短時間發揮最大生產力,讓事業、生活、財富達到完美平衡的工作哲學羅伯.摩爾(Rob Moore)著; 林曉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872 從0開始的獲利模式: 人人都可成為知名部落客、團購主、youluber、直播客于為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2926 畫板上的教養課 許榮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商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祭祀公業法人台中市賴樹德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培育文化



9789864772964 儘管如此的我們 晴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77 整理想法的技術: 讓你避免腦袋一片混亂、語無倫次的13項思緒整理工具福柱煥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091 斗室有光: 傳播希望看到愛的生活正能量張光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07 廷巴克圖的盜書者: 搶救伊斯蘭古手稿行動約書亞.漢默(Joshua Hammer)著; 劉復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45 日本王牌律師的七門邏輯思考與說服傳達課伊藤真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145 日本王牌律師的七門邏輯思考與說服傳達課伊藤真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06 無力感: 從無力感解脫,才能找到幸福的能量朴璟淑著; 張亞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13 你還沒讀過的世界史: 史學大師帶你從人類商業活動看出歷史背後不為人知的真相玉木俊明著; 林依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220 巴黎時尚百年典藏: 流金歲月的女性時尚版畫精選林昀萱等撰文; 徐宗懋圖文館主編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244 中堅實力. 2: 台灣中小企業的峰迴路轉開拓之道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12 遇見,之後 Mica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336 做決定不要靠運氣: 從出門購物到分類郵件,用演算法找出人生最佳解阿里.艾默沙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04 卜卦全占星 希斯莉(Cecily Han)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73411 光之帝國: 愛迪生、特斯拉、西屋的電流大戰吉兒.瓊斯(Jill Jonnes)著; 吳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11 光之帝國: 愛迪生、特斯拉、西屋的電流大戰吉兒.瓊斯(Jill Jonnes)著; 吳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28 動物醫生的熱血日記: 貓咪、倉鼠到蜥蜴,66個最新奇動人的生命故事田向健一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28 動物醫生的熱血日記: 貓咪、倉鼠到蜥蜴,66個最新奇動人的生命故事田向健一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42 我很溫柔,但不代表我不懂得回話 妮可.斯道汀格著; 黃慧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59 作文這樣寫就完了!: 會考作文不能犯的五十個錯誤潘麗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66 若你聽見我的孤單 雪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10 用寫的說服各種人: 7步驟擺脫被老闆退稿、同事誤解的高效工作術芝本秀德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73 拂過時光你的聲息 暖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80 情感運算革命: 下一波人工智慧狂潮,操縱你的情緒、販售你的想法,將是威脅還是機會?理查.楊克(Richard Yonck)著; 林奕伶, 范堯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480 情感運算革命: 下一波人工智慧狂潮,操縱你的情緒、販售你的想法,將是威脅還是機會?理查.楊克(Richard Yonck)著; 林奕伶, 范堯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27 我20歲,我在日本開滑雪學校 陳明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34 關係黑洞:面對侵蝕關係的不安全感,我們該如何救贖自己?周慕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41 圖解古埃及文明: 這樣認識古埃及真有趣近藤二郎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3541 圖解古埃及文明: 這樣認識古埃及真有趣近藤二郎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3558 數據、謊言與真相: Google資料分析師用大數據揭露人們的真面目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Seth Stephens-Davidowitz)著; 陳秀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65 引爆瘋潮: 徹底掌握流行擴散與大眾心理的操作策略德瑞克.湯普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65 引爆瘋潮: 徹底掌握流行擴散與大眾心理的操作策略德瑞克.湯普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72 正統韓式擠花裝飾技法聖經: 40款奶油霜花型x40種組合設計=蛋糕工藝全面進化宋慧賢, 鄭世權著; 尹嘉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572 正統韓式擠花裝飾技法聖經: 40款奶油霜花型x40種組合設計=蛋糕工藝全面進化宋慧賢, 鄭世權著; 尹嘉玄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589 別再為難自己: 別在意他人,你要面對的只有自己的人生尋幸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596 細胞: 影響我們的健康、意識以及未來的微觀世界內幕約書亞.拉普波特(Joshua Z. Rappoport)著; 曹順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02 別讓離婚拖垮你的人生: 夫妻離異、分配財產、取得未成年子女親權不可不知的身分法實務判例解析可道律師事務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19 擁有越少,越幸福:擺脫物質束縛,讓人生煥然一新的極簡之道約書亞.貝克(Joshua Becker)著; 柯博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33 告別的勇氣: 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亨尼.舍夫(Henning Scherf), 安奈莉.凱爾(Annelie Keil)原著; 王榮輝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33 告別的勇氣: 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亨尼.舍夫(Henning Scherf), 安奈莉.凱爾(Annelie Keil)原著; 王榮輝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40 簡明大歷史: 從宇宙誕生、文明發展、西方崛起到現代世界,重點掌握138億年的關鍵紀事伊恩.克羅夫頓(Ian Crofton), 傑瑞米.布雷克(Jeremy Black)著; 丁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57 一起去看宋朝的活色生香 陳華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64 我有這麼好命?: 暇滿人身,成佛道上的有暇及圓滿,你是自由且豐盛喇嘛梭巴仁波切(Lama Zopa Rinpoche)著; 戈登.麥杜格(Gordon McDougall)編; 張春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64 我有這麼好命?: 暇滿人身,成佛道上的有暇及圓滿,你是自由且豐盛喇嘛梭巴仁波切(Lama Zopa Rinpoche)著; 戈登.麥杜格(Gordon McDougall)編; 張春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71 愛在陣頭: 那些藝師,這些事 王美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71 愛在陣頭: 那些藝師,這些事 王美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88 職場問題地圖: 1張圖揪出11個低效率元凶,快速帶出高效團隊澤渡海音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95 新室內裝潢全書: 從基礎到收尾,囊括更多知識、洞察力以及設計典範,是集合一百位設計傳奇、及頂尖設計師的全新100堂必修課卡爾.德拉妥爾(Carl Dellatore)著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695 新室內裝潢全書: 從基礎到收尾,囊括更多知識、洞察力以及設計典範,是集合一百位設計傳奇、及頂尖設計師的全新100堂必修課卡爾.德拉妥爾(Carl Dellatore)著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701 5分鐘味噌湯療: 簡單X省時X對症～用114道料多味美的味噌湯喝出每日健康大友育美著; 李韻柔譯 平裝 1

9789864773701 5分鐘味噌湯療: 簡單X省時X對症～用114道料多味美的味噌湯喝出每日健康大友育美著; 李韻柔譯 平裝 1

9789864773718 父母100%是錯的: 勇敢質疑、拒當炮灰,大膽做傻事的人才會成功長倉顯太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18 父母100%是錯的: 勇敢質疑、拒當炮灰,大膽做傻事的人才會成功長倉顯太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25 看漫畫了解人體感官 馬泰歐.法瑞內拉(Matteo Farinella)著; 洪夏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25 看漫畫了解人體感官 馬泰歐.法瑞內拉(Matteo Farinella)著; 洪夏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32 創客創業導師程天縱的管理力: 企業經營、新創發展、掌握趨勢不可或缺的28個觀念與工具程天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49 日本當代建築巡覽 謝宗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56 人生沒有平衡,只有取捨 謝文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63 大宅時代: 怪咖、極客是如何崛起並成為文化主流?馬修.克里克史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770 債的歷史: 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 羅育興, 林曉欽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3794 莊子集釋 [清]郭慶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817 揭開星盤之謎: 全方位星盤解讀,帶你活出自己的人生藍圖法蘭克.C.柯利佛(Frank C. Clifford)著; 陳燕慧、馮少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17 揭開星盤之謎: 全方位星盤解讀,帶你活出自己的人生藍圖法蘭克.C.柯利佛(Frank C. Clifford)著; 陳燕慧、馮少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24 比上補習班更有效率的自學讀書法: 腦科學證實,司法特考一次過關菁英的自學自習讀書術鬼頭政人著; 簡琪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31 小公司賺錢的技術: 規劃8大項目,立定4大策略,在夾縫中穩定獲利的成功指南栢野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48 誰說無毒一身輕? 看壓力和毒物如何讓我們更強健里夏爾德.費里柏(Richard Friebe)原著; 藍之廷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55 正念生活的藝術: 轉心禪修七法門,此時此地就能自在幸福一行禪師作; 陳麗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62 品質致勝: 全方位的品質管理,才能帶動高績效的競爭力鮑益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86 攀樹人: 從剛果到祕魯,一個BBC生態攝影師在樹梢上的探險筆記詹姆斯.艾爾德里德(James Aldred)著;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23 手寫時代: 從寫字到打字,一部五千年的人類書寫文明史及未來安.特魯貝克(Anne Trubek)著; 黃楷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30 赫曼赫塞童話故事集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作; 楊夢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47 生活的藝術 魯爾夫.杜伯里(Rolf Dobelli)著; 艾爾.波丘(El Bocho)繪圖;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978 全球經濟的關鍵動向 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 安德魯‧潘秋里（Andrew Pancholi）著; 陳鴻旻, 曹嬿恆, 劉道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3985 私運書的人: 敘利亞戰地祕密圖書館紀事戴樂芬妮.米努依(Delphine Minoui)著; 許淳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05 魂歸大稻埕 九色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29 尼采詩集: 星星的碎片 尼采作; 周國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36 尼采: 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04 聽話的人只能當配角 蘇清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28 時間之書 呂迪格.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原著; 林宏濤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73 叛離、抗議與忠誠: 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 李宗儀, 許雅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97 歡迎光臨森林祕境 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鐘寶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8370 把各自的哀愁都留下 楚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387 如何聆聽爵士樂 泰德.喬亞(Ted Gioia)著; 張茂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8394 我只擔心雨會不會一直下到明天早上徐珮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010 蘇菲旋轉 蕭詒徽, 陳景容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8

送存冊數共計：93

啟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1318 陳孟森油畫作品集: 油畫-遊於畫中. II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208 佛門風光: 實話圓說 悟後起修之路 釋仁敬法師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698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學生學習成果作品集. 2017年第9屆102-105級美容保健科全體同學編著[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3407 星城邦. 第一部: 湛藍流光 無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14 星城邦. 第二部: 漫天紅蓮 無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216 我就是醬學好英文的 賴世雄, 吳惠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76285 情境15000英語單字袋著走 賴世雄, 吳紀維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322 NEW TOEIC模擬測驗破解關鍵(試題本+詳解本)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339 閱讀綜合測驗滿分全壘打(試題本+詳解本)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10453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30篇變美麗筆記喬伊.班朵(Joy Pinto), 茱莉.樂芙耶(Julie Levoyer),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合著; 周志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10668 法國女人送給女人的28天輕、淨、美手札絲伍.貝兒潔(Sioux Berger),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著; 周志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065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28個絕對好命點子書安索.達蒂(Anne-solange Tardy),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8317 法國女人寫給女人的28個樂活慢跑計畫瑪麗.玻賀葉(Marie Poirier)著; 蘇莉達.布哈維(Soledad Bravi)插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998 血管回春: 心臟權威醫師教你這樣做,血管有彈性,疾病遠離你!黃群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019 績效為王: 新手主管的王牌帶人學 王鳳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057 TOEIC新多益考試金色證書一擊必殺—聽力全真模擬試題李宇凡、蔡文宜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064 NEW TOEIC新多益考試 金色證書一擊必殺: 閱讀全真模擬試題蔡文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088 學完五十音之後: 給初學日文者專門設計的6堂課蔣孝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095 腸道,你的健康密碼 郭立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18 不囉唆!生活英語會話教室 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捷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孟森建築師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宗齋戒學會



9789578904125 不囉唆!生活英語單字教室 張瑩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690 人民幣國際化和產品創新 張光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713 口袋達人上海A夢 陳建志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709 建築無我: 張哲夫超越型式的追逐 張哲夫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8657 唐詩. 1, 五言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五刷平裝 1

9789861518664 唐詩. 2, 五言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三刷平裝 1

9789861518671 唐詩. 3, 七言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1518688 唐詩. 4, 七言篇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三刷平裝 1

9789861518848 卡達 阿寬作; 鮪魚蛋餅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855 開滿花的樹 任小霞作; 吳若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8862 快下雨了嗎? 蔡長明作; 杜小爾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210 What color is it?: 色彩遊戲書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241 湯圓小仙有辦法 王文華作; 陳志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258 莉莉尋貓記 佩姬.尼勒文圖; 陳怡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517 如何探索這世界?把世界拼起來的地圖書瓊米歇爾.彼利鳥作, 克萊兒.沃特曼插圖; 粘耿嘉, 林幸萩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519586 麗雲老師的閱讀小學堂. 1, 國字有意思陳麗雲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593 麗雲老師的閱讀小學堂. 2, 成語有意思陳麗雲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09 飛天遁地看地球 劉益廷, 陳怡璇, 鄭倖伃文字; 吳子平, 傅兆祺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16 麗雲老師的閱讀小學堂. 4, 歷史裡的國語陳麗雲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23 麗雲老師的閱讀小學堂. 3, 舌尖上的國語陳麗雲編審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30 馬警官破案記. 1: 塗鴉幫的密碼信 方秋雅文; 嚕嚕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47 馬警官破案記. 2: 郵件失蹤事件 方秋雅文; 嚕嚕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54 甲蟲亮晶晶 高玉鈴, 陳柔安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661 河馬卜卜愛玩水 陳柔安, 吳欣芳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678 蓋房子我最行 吳欣芳, 高玉鈴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685 偷偷摸摸 李光福文; 吳姿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692 我的小祕密 吳欣芳作; 25度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708 小樹的天氣日記 六月椿作; 吳若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715 媽媽,我可以養兔子嗎? 廖曉君作; Lyneette Li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722 尋味歷險記首部曲: 穿越極味之地 王致凱文; 陳志鴻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商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張哲夫建築師事務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426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33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2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40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3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57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2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64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3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71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2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488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3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905 全國兒童畫選: 國泰全國兒童繪畫比賽得獎作品. 第42屆國泰金控公關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908 桂花芳內兮話: 現代台語詩 林鳳珠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101 全球不動產投資特刊. 2017 王大方, 范昱麟編輯 平裝 1

9789869543101 全球不動產投資特刊. 2017 王大方, 范昱麟編輯 平裝 1

9789869543125 豪邸設計年鑑.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7437 從微塵到寶塔: 終生的美學: 談五階段的人生教育劉尚寂, 史習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7437 從微塵到寶塔: 終生的美學: 談五階段的人生教育劉尚寂, 史習庸等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52341 Hit 101西洋流行鋼琴百大首選(簡譜版)邱哲豐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52679 I PLAY音樂手冊: My songbook(大字版)麥書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52686 烏克麗麗彈唱寶典 劉宗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693 陶笛完全入門24課 陳若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709 彈指之間 潘尚文編著 16版 其他 1

9789865952716 快樂四弦琴 潘尚文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723 口琴大全: 複音初級教本 李孝明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952730 就是要彈吉他 張雅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麥書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紮根教育永續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國泰金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御書房藝廊

康恩朋國際



9789865952747 六弦百貨店精選 潘尚文, 盧家宏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952754 婚禮主題曲30選 朱怡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761 烏克麗麗民歌精選 張國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52778 指彈吉他訓練大全 盧家宏編著 四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885 亞洲的水塔: 西藏高原的生態危機 王維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892 無間空白 唯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5598 最強發酵食!乳酸高麗菜: 就是這一味,讓你變瘦、變美,維持腸道健康井澤由美子作; 鄒季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117 麵包的藝術: 老麵麵種、食材應用、揉麵技法與長時間低溫發酵: 紐約最強麵包大師 超過20年烘焙修練精華,頂級口感與風味技藝總整理柴可瑞.葛爾培(Zachary Golper)作; 王湘菲, 高霈芬, 黃思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1124 廚房裡的備料&料理技巧全事典 松本仲子作; 陳奕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131 超人氣農特產就要這要賣!: 日本第一小農的創意經營術: 從自然農法、食品加工、擺攤叫賣、在地結盟到網路社群行銷,創造富裕舒適的小農幸福人生!西田榮喜作;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155 30天全食療法: 史上最強終極健康飲食計畫瑪莉薩.哈維格(Melissa Hartwig), 達拉斯.哈維格(Dallas Hartwig)作; 黃依玲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162 Ariel的超完美韓式擠花藝術&技巧全書洪佳如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41179 真食手作,Vicky的無添加日常廚房 廖千惠, 趙志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186 21天斷糖排毒法: 3週252種全食物飲食規劃,減重、排毒,有效改善發炎、糖尿病、失眠、內分泌失調等病症黛安.聖菲莉波(Diane Sanfilippo)作; 張家瑞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900 台式麵包研究室 陳宜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1123 7000字彙密碼: 以字首、字根、字尾、字源、字形完全解析7000單字藍易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9141130 全民英檢中高級字彙密碼: 以字首、字根、字尾、字源、字音、字形完全解析全民英檢中高級單字藍易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01434 土地改革回顧與展望(兼慶祝土地改革協會70週年)中國土地改革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302 百福宮建廟三十周年專輯 朱憲瑾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84302 百福宮建廟三十周年專輯 朱憲瑾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市百福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現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常常生活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健康你好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雪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6427 花開有時 於梨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6496 變 於梨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00 無限風光在此刻: 歐崇敬詩集. 5 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17 尋找安徒生的女孩: 歐崇敬詩集. 6 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24 雪地上的星星 於梨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31 子夜裡的期待: 歐崇敬詩集. 7 歐崇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48 皇天后土 謝天謝地: 歐崇敬詩集. 8 歐崇敬著 ; 歐崇敬, 歐栩韶, 歐栩彤英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55 夢裡不知身是客: 歐崇敬詩集. 9 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 歐栩彤英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79 傳說 英雄重出江湖: 歐崇敬詩集. 10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 歐栩彤英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86 誓做天地一等人: 歐崇敬詩集. 11 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 歐栩彤英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9593 解密紅樓夢中情108暗碼: 歐崇敬詩集. 12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 歐栩彤英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213 二拍: 解密紅樓夢中情108暗碼: 歐崇敬詩集. 14歐崇敬著; 歐崇敬, 歐栩韶, 歐栩彤英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504 NAKO那刻影像誌 周明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612 新眼光讀經2018.1-3:永恆的眼光 陳柏志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629 少年新眼光讀經: 人生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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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57196 絢爛繽紛的感官樂園: 克麗絲.安特曼的瓷藝驚艷趙莒玲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248 Beginners English-Getting Started. 2 Arthur Juang, Scott Provencal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2282 使徒行傳. 下: 保羅的一生 空中英語教室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62299 人的話.神的話. 三 葉薇心編 初版十刷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救世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裕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麥凱奇時尚造型攝影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停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2891 進入十字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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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1441641 文創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 丘昌泰, 劉宜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458 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 艾加.凱磊(Etgar Keret)著; 王欣欣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2465 小小王國 艾加.凱磊(Etgat Keret)著; 塔米.貝薩雷里(Tami Bezaleli)繪; 汪芃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9452472 巴格達X怪客 阿荷馬德.沙達威(Ahmed Saadawi)著; 黃紹綺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2489 別相信任何人(日記版) S.J.華森(S.J. Watson)著; 顏湘如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2496 時光邊緣的男人 麥特.海格(Matt Haig)著; 黃亦安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5748 The blueprint of the 21st century churchAuthor Samuel Shaw 1st ed. 精裝 1

9789868545748 The blueprint of the 21st century churchAuthor Samuel Shaw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201 不可思議的神奇胎教 溫敏能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458 托業橋高分攻略(簡體字版) 張秀帆作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155465 托業橋高分攻略(簡體字版) 張秀帆編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155489 托業橋高分攻略3(簡體字版) 張秀帆作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143 專賣在美國的華人,親子英文會話8000崔惠林, 金佑宣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259 我的第一本韓語40音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334 我的第一本韓語課本. 進階篇 吳承恩著 其他 1

9789864540358 外國人天天在用: 單字地圖15000 Morris Hill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溝通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旌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全腦潛能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寞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9789864540419 我的第一本越南語發音 阮秋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457 我的第一本德語課本 Jin Kwon Park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464 我的第一本印尼語文法 閔善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471 用簡單日語聊不停 奧村雄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488 我的第一本俄語課本: 最好學的俄語入門書李慧鏡著 平裝 1

9789864540501 我的第一本文法書: 0-100歲一看就會,圖解英文文法不用背林熙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518 10倍速!把學過的英文找回來,單字真輕鬆!金相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525 超融入!真正日本生活圈的日語表現野口香織, 林旦妃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532 關鍵字英語聽力訓練法: 用句型公式掌握句子重點,抓住幾個字,瞬間聽懂老外幾句話金載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549 外國人天天在用上班族萬用英語(QR碼行動學習版)白善燁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4540556 N5-N1新日檢文法大全: 精選出題頻率最高的考用文法,一本全包全級數通用!金星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563 新制多益NEW TOEIC單字大全: 2018起多益更新單字資訊完全掌握!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570 新制多益NEW TOEIC聽力題庫大全: 2018起多益題型更新完全剖析!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587 新制多益NEW TOEIC閱讀題庫大全: 2018起多益題型更新完全剖析!David Ch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594 全新!NEW GEPT全民英檢中高級寫作&口說題庫解析郭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600 睡前5分鐘,全新制NEW TOEIC多益單字真輕鬆Media Beaco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40617 史上最強心智圖聯想速記韓語單字 韓厚英, 鄭寶永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410 活著真好 胡子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104 愛上思考: 教師教學研究成果彙編. 105學年度許凱筑等作; 楊美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8669 青春悲懷: 臺灣愛滋戰場紀實戲劇 汪其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76 地表最強國文課本: 翻牆出走自學期陳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78683 重新計算中 目前勉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8690 名單之外: 你也是受害者之一? 鄭南榕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909 無眠 李屏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916 御伽草紙 太宰治作; 湯家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9923 橘書 騷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930 落失男孩 湯瑪斯.沃爾夫(Thomas Wolfe)著; 陳婉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947 歡迎光臨風和日麗唱片行 陳玠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954 老爸的笑聲 卡洛斯.卜婁杉(Carlos Bulosan)著; 陳夏民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439978 原爆詩集 峠三吉作; 銀色快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9985 與電影過招: 華語武俠類型電影論 塗翔文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逗點文創結社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國際翻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6701 舒醒 陳淑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215 3D立體剪紙創作: 林雋曄無迴的魚龍林雋曄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584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591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607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614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621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638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645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30652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413 蛤什麼蛤?七股文蛤養殖故事 股份魚鄉撰文; 宇宙米白設計工作室繪圖初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259 失去方向的中國 張倫作 平裝 1

9789869264266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中國篇 <>編輯部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2631 帝王陵寢 劉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30 繪畫背後的故事 李傑榮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54 中國古典建築吉祥圖案識別圖鑑 商子莊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61 中國古典建築常識問答 嘉禾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78 城市裡的禪心 雲寧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85 十二月花神 焦俊梅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392 美人美茶 莫麗蕓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08 碧螺春 唐鎖海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尋人啟室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大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祥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冊數共計：13

魚籃文化



9789863970415 普洱茶 木霽弘, 胡皓明, 胡波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22 鐵觀音 李啟厚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39 龍井茶 姚國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46 沿著長江看建築 湯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53 中國建築文化遺產圖鑑 吳亦凡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60 細說江南園林 孫旭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77 江南衣裳 桑林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84 悠悠古音 黃珊珊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491 中式的優雅 鄭晉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07 美人裝扮 艾冰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14 愛上青花瓷 姚琪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21 紫玉金沙 樂亭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69 中國紅茶 鄭建新, 鄭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76 潮洲工夫茶 陳香白, 陳叔麟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83 中國綠茶 夏濤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590 徽州茶 鄭建新, 鄭媛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811 黃山毛峰 鄭建新, 鄭毅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828 名山名水名茶 姚國坤, 張莉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70835 青城山道茶 徐金華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775 花樣年華: 李昌國作品集 李昌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57 巨人的神話: 俄羅斯藝術導覽 黃璿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126 弓箭譜、射經、武經集要合刊 武學書館藏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133 百戰神機 武學書館藏版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140 形意武術教科書(影印典藏版) 武學書館藏版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4171 武林雜談(續武林真相) 涂行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619 衝吧!忤逆「心」世代: 這一刻,請為自己的人生發熱吳孟霖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湛天創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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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晴山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290 爆笑科學王. 1, 精神上月球 辛泰勳作; 羅承暈繪;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3

9789869595902 爆笑科學王. 2, 精神打乒乓球 辛泰勳作; 羅承暈繪;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650 小人物傳奇的體驗與啟示. 24 趙新吉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209 八千里雲月 五十載鄉情: 湖北文獻創刊五十週年專書梅道岡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703 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 1, the alphabetwritten by Su-o Lin, Rene Hsieh;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Jill Wu其他 1

9789869282727 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 3, the short vowelswritten by Su-o Lin, Rene Hsieh;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Jill Wu其他 1

9789869282734 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 4, the short vowel word families and consonant blendswritten by Su-o Lin, Rene Hsieh;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Jill Wu其他 1

9789869282741 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 5, the vowel pairs and consonant digraphswritten by Su-o Lin, Rene Hsieh;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Shirley Chiang其他 1

9789869282758 Phonics kids activity book. 6, the long vowels and more vowel pairswritten by Su-o Lin, Rene Hsieh;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Jill Wu其他 1

9789869282765 Phonics kids Su-o Lin, Rene Hsieh[編著]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282772 Phonics kids Su-o Lin, Rene Hsieh[編著]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282789 Phonics kids Su-o Lin, Rene Hsieh[編著]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282796 Phonics kids Su-o Lin, Rene Hsieh[編著]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290609 Phonics kids Su-o Lin, Rene Hsieh[編著]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290616 Phonics kids Su-o Lin, Rene Hsieh[編著]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290623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student book. 1: the short vowels and consonant blendsSu-o Lin, Rene Hsieh[作]; Shirley Chiang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0630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student book. 2: the vowel pairs and consonant digraphsSu-o Lin, Rene Hsieh[作]; Shirley Chiang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0647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student book. 3: the split vowel pairs and R-Controlled vowelsSu-o Lin, Rene Hsieh[作]; Shirley Chiang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0661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workbook. 2: the vowel pairs and consonant digraphsSu-o Lin, Rene Hsieh[作]; Shirley Chiang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0678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workbook. 3: the split vowel pairs and R-Controlled vowelsSu-o Lin, Rene Hsieh[作]; Shirley Chiang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0685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starter A: From Aa to MmSu-o Lin, Rene Hsieh[作]; Tank Chien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9290692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starter B: From Nn to ZzSu-o Lin, Rene Hsieh[作]; Tank Chien圖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6785 顧客關係管理: 打造企業優勢 鄭紹成, 王雪瀞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201 人際關係與溝通: 瞭解溝通技巧 胡愈寧, 葉肅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249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 陳翠芬, 王正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331 領隊導遊實務 楊明青等合編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立智語文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8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湖北文獻社

華文精典



9789577847348 三國人物特寫：你所不知道的三國英雄朱祖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379 休閒產業分析: 特色觀光產品之論述許文聖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7386 節慶文化與活動管理 黃金柱, 林詠能, 李瑾玲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416 遊程規劃: 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陳瑞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416 遊程規劃: 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陳瑞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423 餐旅督導實務 吳勉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447 國際禮儀: 文明禮儀行為的新視野 許南雄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7847454 餐飲管理: 創新之路 高秋英, 林玥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478 行銷管理：滿足顧客需要 鄭紹成, 高于歡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485 觀光行銷: 行銷理論與觀光實務之應用黃榮鵬, 張凌翔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492 知識管理: 共享經濟與開放創新 陳永隆, 黃小欣, 王奇威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7508 日本式管理的制度起源: 日本大正民主時期(1912-1926)勞動政策的研究陳俊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515 太極拳傳世之祕講義 邱垂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847522 餐旅投資與規劃: 提升餐飲投資規劃的素質與國際化周明智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303 最初 舒米恩著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116 北海道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阿欽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23 你的考量必須裝上安全氣囊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30 墨爾本自助超簡單 丁嘉渙, 賴婉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47 我繪.遊淡水: 人文山光水色 莊宏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54 雙北巷弄隱食 布咕布咕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61 心「德」筆記: 旅德必攜祕笈 林文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78 雪梨的日常 李昱宏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192 練習不要臉: 阿德勒沒有告訴你的事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233 我的學佛因緣與分享 增修三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562 我們都會老: 如何照顧老人癡呆症 李英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685 開啟財富與成功之門的一把萬能鑰匙: 世界上最神奇的心靈體系終極版查爾斯.哈奈爾(Charles Hannel)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739 齊家治國女德為要: 東漢班昭<>的學習心得陳靜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746 吸引力法則: 一個埋藏千年從上帝到不知來源的能量威廉.沃克.阿特金森(William Walker Atkinson)作; 張亞楠譯增訂初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善因緣文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舒米恩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9789865636753 資治通鑒全書: 鑒前世之興衰,以考當今之得失(北宋)司馬光編撰; 王振芳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760 活用心理學: 99%的人絕對會改變現況林建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777 痛風看這本就夠了!: 痛風照護原來可以這麼簡單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784 看透人心: 徹底辨別偽裝下的面具 程立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14 靜語心集 陳靜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21 讓您活得比醫生更健康長壽: 別以為能救命的是醫生,其實是你自己何裕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38 巴比倫富翁的10大財富袐密: 10個千古理財故事讓您致富一生喬治.克拉森(George Claso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45 疾病是心念的投射: 疾病的心靈自療導引吳青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52 圖解經絡穴位小百科 楊道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69 影響人類智慧的9大黃金定律: 翻轉人生,成就非凡的驚人法則勞倫斯.彼得(Laurence Peter)等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83 一百天快速學中藥: 26類藥物中的161味常用中藥解說楊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890 勵志聖經: 卡耐基之人性的弱點與優點戴爾.卡耐基(Dale Carneg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906 詩經新解: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姚奠中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913 為心找一個安頓之處: 不迷茫,給生命中的安然和平靜何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920 解脫的智慧: 蘊蓄生命相關的智慧,才能看見前面的坦途.周慶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968 腎臟病療法原來可以這麼簡單: 不用吃藥的自然養生妙方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586 急重症護理學 唐景俠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593 當代生理學 洪敏元等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1944609 實證護理,可以這樣教! 陳芷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616 實證護理學導論 簡莉盈, 劉影梅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623 實用人類發展學 Robert S. Feldman原著; 穆佩芬等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630 精油化學 歐明秋, 游銅錫, 林麗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647 長期照顧: 護理綜論 盧美秀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654 安寧緩和療護 許禮安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678 創新教學於護理之運用: 學校與臨床教育的推進與突破周汎澔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685 護理倫理與法律 盧美秀, 黃仲毅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692 翻轉醫院評鑑: 以病人為焦點之查證方式(區域醫院、地區醫院適用)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編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708 化妝品調製學實驗 易光輝, 王曉芬, 李珮琪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715 長期照顧: 跨專業綜論 盧美秀, 陳靜敏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722 長期照護 劉淑娟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1944739 免疫學 林春福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949 以西結書 謝溪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963 獻新歌给榮耀主: 李佳恩詩歌作品集李佳恩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普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腓利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2255 空姐面談靠這本 普杜國際有限公司產品研發編輯群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806 折腰 蓬萊客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552813 折腰 蓬萊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52820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552837 明朝小官人 羅青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52844 明朝小官人 羅青梅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552851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92662 學紫微斗數,這本最神準!: 飛星四化突破傳統命理,精準預測吉凶和正確時機鄭穆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92679 算你好姻緣: 3步驟,告訴你真愛何時來,誰是對的人!阮翔鉞, 洪紹魁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75851 胡德夫的時光 徐昌國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955 最簡單實用的日語50音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三刷其他 1

9789865753962 求職面試必備英文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986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4 雅典日研所編著 初版二刷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5436 低音提琴音階教本 蔡歆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251 開拓極短編原創大賞得獎作品集. 2017第六屆杜書毓, 游傳盛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拓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斐亞文化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無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晴空



9789868614369 吟嘯徐行: 王耀德自選集 王耀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614369 吟嘯徐行: 王耀德自選集 王耀德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614376 吟嘯徐行: 王耀德自選集 王耀德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5008 蘭嶼潛點圖卡 楊志仁, 楊清閔作; 董木雨彤繪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500 甲子風華: 東南中學六十週年校慶美展專輯梁玉枝, 游梅香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362 我愛書畫簡聰敏. 第7輯 簡聰敏總編輯 平裝 第7輯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318 企業經營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林君信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569 女人最喜歡這樣的男人: 優秀男人必修的12堂課謝德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76 男人最愛這樣的女人: 幸福女人必修的12堂課謝德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83 經典道家妙語談人生 靜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590 跟著季節吃出健康的身體: 四季飲食百宜百忌良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4502 經典儒家妙語談人生 瑞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4519 解析星星的性格: 12星座人生全攻略朦朦夫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4526 天下第一詭術: 鬼谷子智慧 夜問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4533 做人要有底牌,做事要有王牌 關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4540 活用厚黑學、妙用潛規則 起銘編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564557 別讓壓力毀了你 方芠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316 如來家書: 山外山牧童練習曲 迂園道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347 衣裏明珠 愚溪作; 黃思惠插畫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書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最佳潛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縣東南國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870 漫畫黃帝內經. 靈樞篇(典藏版) 周春才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2900 日本女生票選人氣美妝排行榜: 信賴度No.1!@cosme美妝大賞專集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917 中國歷史一本通 雅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924 情緒行為操控心理學 蘇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931 漫畫黃帝內經. 素問篇(典藏版) 周春才編繪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245 就這500句,跟老外聊天全搞定 黃琪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4269 英文文法這樣學就會! 黃琪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283 超夯!英文流行語:這樣說最潮 俞亨通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4112 業務王-21招王牌業務養成術,不怕壞景氣,月薪破百萬!黃毓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198 超好學! 每天5分鐘的英文會話課 詹瑩玥, 張帆, 呂游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4306 爽學! 5大句型輕鬆飆英文 曾婷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313 臨時需要的一句話!生活英語3秒開口說王洛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4337 瞬間記單字:字首字根字尾+聯想記憶法,用熟悉的單字延伸記憶10倍單字量耿小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4344 逢考必中:海邊小孩變全國榜眼的考試必勝法!金牌律師小考大考都在用的高分寶典蔡志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583 論語新解 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620 圖解歷代帝王全傳 萬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637 老年四季健康飲食原則 <>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699 春發、夏長、秋收、冬藏, 240道養生飲食,健康養生飲食健康大講堂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201 翦染逢織: 纖維手作巡迴展專輯. 2017謝曉琪企劃執行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564 動植物篇臺謎鑑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番特西手工藝術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菜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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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威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2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開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4688 華夏科技大學翻轉創新教學實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017蔡瑞昌, 蘇聖珠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3944 Patchwork拼布教室: 設計綻FUN!拼布人の秋日玩藝: 六角形的無限樂趣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75 就是要Cute!: 有個性又簡單的手作包75款主婦と生活社著; 亞里, 陳玉鳳, 張粵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3982 斉藤謠子の美麗日常拼布設計集: 溫馨收錄25款實用布包.布小物.家飾用品斉藤謠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3999 初學就上手!自然.可愛の短指甲凝膠彩繪DIYVirth+LIM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02 職人必藏增訂版!拼布基本圖案集1050: 製圖方法.縫份倒向.拼接配置.作品實例全收錄BOUTIQUE-SHA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19 Cotton friend手作誌: 出發吧!冬の幸福手作之路: 暖心&迷人的北歐風隨身包&布小物BOUTIQUE-SHA授權; 劉好殊, 彭小玲, 周欣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33 手作服基礎班: 畫紙型&裁布技巧book水野佳子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040 天然鹼清潔術: 有氧掃除不費力,去污超犀利!赤星たみこ講師;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102 動力機器人檢定攻略 胡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725 絕色無雙: 新版關鍵畫題 板硝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732 神諭: 感恩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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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9660 被遺忘的部落: kbanun樂水 曾勝二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542 經典的智慧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250542 經典的智慧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53 思光華梵講詞: 哈伯瑪斯論道德意識與溝通行為勞思光講; 陳振崑編註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梵大學勞思光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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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超能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8446 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 第十二期 吳俊杰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929 飲料與調酒: 理論與實務 陳文聰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23936 觀光學: 當代轉變 林宗賢, 呂文博, 王維靖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3943 幼兒園教保活動統整課程規劃與實施謝明昆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3950 環境生態學 洪明仕作 二版 0 1

9789869523967 臨終與生死關懷 林綺雲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938 景魚軒書法教室: 新春對聯書寫範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3142 清風映月: 張翠容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10870 張翠容 四季交響詩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69 解/嚴: 台灣當代藝術面對戒嚴與解嚴林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69 解/嚴: 台灣當代藝術面對戒嚴與解嚴林志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76 胡朝聰: 成為一個地方 李樂蓉策劃編輯; 白斐嵐, 李樂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76 胡朝聰: 成為一個地方 李樂蓉策劃編輯; 白斐嵐, 李樂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83 嚴靖傑: 未來漂流 修天容策劃編輯; 李樂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83 嚴靖傑: 未來漂流 修天容策劃編輯; 李樂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090 李重重: 詩意的宇宙 修天容, 陳映芃, 楊旻軒策劃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0303 約約: 傅浩軒 修天容策劃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310 劉得浪: 行山四季 楊旻軒策劃編輯; 白斐嵐, 李樂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0310 劉得浪: 行山四季 楊旻軒策劃編輯; 白斐嵐, 李樂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814751 心鏡之航: 張翠容作品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675 B群 顏嘉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682 感恩日本書物 四方田犬彥著;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3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景魚軒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252 動物們的吃吃與便便 すがのしょうへい圖; 優名文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2778 都市社區工作: 生活質素改善 姚瀛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85 我的音樂盒 孟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792 餐飲設備與器具概論 蔡毓峯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82815 家庭社會工作 彭懷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822 居家服務督導工作手冊 陳美蘭, 許詩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839 觀光資源概要 許怡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846 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 王淑俐, 胡興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853 藥膳理論與實作 周彝君, 何建彬, 劉典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401 英文,我們用片語加分 郭茵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18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社會科許祥, 安後暐, 蘇元平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32 新式題型作文高分要訣 林誠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49 EZ100高中選修物理講義. 下 湯烈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63 指考數學甲大解密 林俊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70 指考數學乙大解密 林俊成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87 精通高中物理總複習 陳軒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803 大人的騎乘學堂Technic & Technology流行騎士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810 自由自在的重機騎旅秘笈 流行騎士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38 金融資產與理財課程改善歷程成果報告書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345 管理會計課程改善歷程成果報告書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1345 管理會計課程改善歷程成果報告書 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823 漫畫韓文公傳 張重金漫畫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朝陽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普普設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揚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585 旅日趣: 飛驒高山 白川鄉.奧飛驒 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聖怡譯 平裝 1

9789869408592 旅日趣: 四國、淡路島、小豆島 昭文社編輯部作; 嚴敏捷譯 平裝 1

9789869579919 咖啡專業知識全書: 咖啡豆產地、烘焙、沖煮、菜單設計與店家經營深度分析崔致勳等作; 陳聖薇, 葉雨純, 陳青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9926 旅日趣: 山陰、城崎、鳥取、松江 昭文社編輯部作; 方冠婷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00536 白 陳逸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3947 游遍天下旅遊指南工具書(專業級). 2018年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3125 道長速成 無吾真人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705 冰島自助旅行: 開車自駕、行程路線、當地活動、追逐極光超完整規劃小甜, Ethan, 吳延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21 豐盛配菜365 ORANGE PAG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69 在他們找到我之前 Find Me JS.孟若(J. S. Monroe)著; 王寶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76 日本一城一食: 從戰國史秒鐘十二現存天守、三大名城、五大老居城、二條城廖彥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83 單燈人像:預視現場， 用一支閃燈打出各種可能張道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90 一人份韓食餐桌: 韓國家常料理、韓式小菜、咖啡店輕食15分鐘端上桌Recipe Factor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09 緣來,我愛你: 遇見值得被愛的自己 紫嚴導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16 聞氫這種病 聞氫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23 鑄鐵鍋無水料理極上食譜: 原味精華、鮮甜濃縮、減法調味,從燉煮、煎烤、油炸到甜點,簡單做出絕品美味的神奇烹調術岩崎啟子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30 隨意穿時尚！日本雜誌超人氣讀模的平價穿搭法則吉田繪美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54 這時首爾: 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們的韓國旅行提案男子的日常生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85 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最美城市: 歐洲精選小旅行蘇瑞銘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294 Flow: 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 James Baron, Joe Henley[作]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68300 Spotlight reading written by Jeff Wen, Sarah Wang 其他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遍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無極工作室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雅逸藝術



9789576068317 Vib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listening 2 Written by Stephen Lambert 平裝 1

9789576068324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5 Written by Gerhard Erasmus 其他 1

9789576068331 R21: Read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6 Written by Andrew Crosthwaite 其他 1

9789576068348 W21 Writ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present tense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1377 玄科迎師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384 高上神霄九宸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391 洞淵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07 救苦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14 九幽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21 九天生神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38 和瘟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45 接壽正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52 度人總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69 度人早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76 度人晚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1483 度人午朝全集 黃福祿總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519 文山春秋: 水墨浮世流光 李賢文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779463 多彩貴州: 貴州少數民族衣裝展(簡體字版)黃英峰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766 女人啊 俞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780 流金年華 徐磊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03 Obsession Soul: 令我著迷的你 佩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10 懺悔 談惟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2372 iWork活用萬事通: Keynote、Pages、Numbers一本就學會蘋果梗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42440 HTML/CSS網頁設計實務22堂課: 一學就會!高效打造專屬網站高橋朋代, 森智佳子著;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椿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雄獅



9789864342457 網路行銷的12堂必修課: SEO.社群.廣告.直播.Big Data.Google Analytics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464 秋聲教你玩C語言和指標: 給挑戰者的22堂課秋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471 單元測試的藝術 Roy Osherove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488 演算法之美: 隱藏在資料結構背後的原理(C++版)左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495 Raspberry Pi入門與機器人實作應用 王進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01 R語言: 期貨演算法交易實務120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18 打造安全無虞的網站: 使用modSecurity吳惠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25 忍者: JavaScript開發技巧探秘 John Resig, Bear Bibeault, Josip Maras著; 胡重威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532 SolidWorks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1, 基礎零件篇吳邦彥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549 Python程式設計實例入門 李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56 改變世界的力量:臺灣 物聯網大商機裴有恆, 陳冠伶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563 大數據時代必學的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術: Excel+Tableau成功晉升資料分析師彭其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70 Word全方位排版實務: 紙本書與電子書製作一次搞定榮欽科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87 Python也可以這樣學 董付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594 用Python開發經典遊戲 Alejandro Rodas de Paz, Joseph Howse著; 朱宗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17 (準時下班秘笈)超實用!公務員Excel省時秘技108招張雯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24 Mac活用萬事通: High Sierra一本就學會!蘋果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31 Python: 期貨演算法交易實務121個關鍵技巧詳解酆士昌, 劉承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48 Docker專業養成: 活用基礎與實踐技能熊昌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55 The Hacker PlaybooK 2中文版: 滲透測試實戰Peter Kim著; 孫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662 為你自己學Git 高見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79 證券投資分析: 使用Excel實作 葉怡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86 敏捷方程式：成就敏捷之路 周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693 Laravel 5 for beginner新手道場: 優雅運用框架快速開發PHP網站KeJyu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709 金融科技實戰: Python與量化投資 蔡立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723 Python深度學習 Valentino Zocca等著; 劉立民, 吳建華, 陳開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010617 世紀印痕: 中國當代版畫選集 徐明, 徐珊, 歐乃華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0473 The four seals of dharma Khenpo Tsultrim Lodro Rinpoche[作]; Translated Lorraine Wu Chen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100 世界名機系列: 達梭幻象2000戰機 嶋田久典作; 陳冠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603 <>鄭弘敬攝影集 鄭弘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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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喇榮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211 健康宅在臺灣 劉志鵬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666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534673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534680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534697 幼兒級: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林美珍等編輯 其他 第2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047 NX CAM三軸加工必學經典實例 林耀贊, 周泊亨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1512 How to write and submit an Academic Paper in 18 weeks writing practiceedited and contributed by Samuel Johns et al.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509 鄉野間的幸福出版: 山鷹出版社的釜山生存記姜洙杰等著; 謝皓琪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4516 食.農: 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 楊鎮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4516 食.農: 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 楊鎮宇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052 噶哈巫的演變 黃美英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876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0, 創造品牌的價值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883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1, 築夢制勝關鍵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6883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1, 築夢制勝關鍵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08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3, 希望與幸福的果實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華藝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普羅文化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凱德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樂絲語文顧問

雅緻住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喜樂兒童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71266 博物館管理新視界. 2: 教育、跨域與科技陳尚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280 基本能源法制研究: 比較法的省思 蔡岳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10 資訊組織 張慧銖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27 培育未來人才: T型人才工作坊 毛慧芬等作; 康仕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34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詩集伝」の受容に関する研究張文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65 「她」與「我」與「我們」: 「我」的盛艷「我」的美:柳依蘭林殷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396 地方自治法 林明鏘等作; 陳清秀, 蔡志方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4371419 Geotechnical Hazard Mitigations: Experi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Proceeding of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habilitation林美聆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280 孫子兵法制人攻心術 宇文京極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03297 孫子兵法制人攻心術 宇文京極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47215 氣質比語言更有說服力 郎靜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22 別讓暗黑心理害了你 張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39 胡雪巖致富密碼 午夜墨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46 豁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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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8903 鹽生記憶 楊姝鈺, 楊亭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8445 寵妳不嫌晚 夏晴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44 夫君以妻為尊 元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51 郡王以色侍妻 葉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68 生財符管家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75 收編壞男人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82 二房有福了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599 奸情滿屋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05 歐巴跟貓來 黎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12 王爺乖乖入懷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29 王牌經紀人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36 三生石之妻養兩世 綠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8643 桃夭之寵妻如寶 宋語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8650 幻鏡之妻上瞞下 艾佟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8667 王妃下堂樂 陽光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74 妙算女諸葛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81 招福小半仙 綠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鈺川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552 兒科中醫師的育兒經:39個抗疹抗敏抗流感、吃好睡好長高高的體質特調生活處方黃子玶, 余兆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576 母乳哺乳育全書 南韓第一醫院母乳哺乳教育組著; 江宜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583 美感日常:練習和孩子一起在生活中找美、賞美、玩美、品味美!江清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955 和風布花の手作時光 かくたまさこ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962 全圖解.完全不敗!: 從起針開始學鉤織Boutique-Sha著; 黃立萍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910 港澳最好玩旅遊全攻略 朴珍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27 全圖解正位瑜珈教科書 Jessica, 美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34 會說話的文學經典: 每天讀一點道德經老子原著; 東籬子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41 全圖解24節氣養生吃法速查事典 徐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58 會說話的文學經典: 每天讀一點論語(春秋)孔丘原著; 東籬子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65 白天黑夜都愛玩的智力測驗遊戲 陳曉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004 你所不知道的淡水史 張建隆, 蘇文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8569 愛上樹梅坑: 樹梅坑溪的三種視界 潘蓬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48583 報告!這裡有寶藏: 樹梅坑溪觀察紀錄1號件潘蓬彬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748590 悅讀: 淡水河岸的學習記事. 3 何智瑛等撰文 平裝 1

9789869596503 淡水的100個視角 莊武男等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705 華夏蕭氏台灣文獻: 一冊在手全知蕭姓古和今蕭景松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北市蕭氏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北市淡江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水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手父母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7674 靈魂相遇:活靈活現之前世今生 向立綱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412 魔法婚約 不理不理作 初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869490429 我是獨角獸 澈總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0436 龍朝大都 BARZ Jr.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0443 實驗品家庭 Yanai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0450 退休的勇者們 霖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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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56459 ゆうかりぷたす第六号 平裝 1

9789866456459 ゆうかりぷたす第六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034 彌勒大道佛規禮節(英文版) author Wang Tzu Ku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061 竹塹風華: 新竹市美術協會2017升格35週年特展專輯江雨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851078 春之頌: 台灣藝術交流展 江雨桐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770 耶路撒冷聖殿建築探秘: 上帝名的居所鄢經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669 夜間飛行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吳旻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676 惡鄰 德克.柯爾比威特(Dirk Kurbjuweit)著; 林師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683 隨手做好常備菜 有元葉子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214 傑琪的好朋友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1207 傑琪上月球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1245 安妮日記(漫畫版)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原著; 阿里.福爾曼(Ari Folman)編; 呂玉嬋, 葉懿慧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聖光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862 吾姆教个山歌: 山歌詞、篆刻、數位畫像集黃徐幼妹講述; 黃六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718 圓光禪寺開山100週年紀念特刊 釋性見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43732 走過百年: 圓光禪寺開山一百週年回顧展集錦釋性願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271 福爾摩莎詩選. 2017淡水 李魁賢編集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3127 升學導航: 12年國教真實揭露 基北區. 107.108雙年刊黃偉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1797 就是想喝好咖啡 中川鱷魚, 中川京子作;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41 生食+熟食：雙菜健康餐桌 濱內千波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58 家常好湯,幸福上桌 渡邊真紀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89 史上最精華咖啡學 全國大學聯合咖啡學特別公開講座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896 東京神社最強參拜地圖 戶部民夫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02 替身總理 中山七里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19 端上簡潔主菜,今晚回家吃飯 飛田和緒作;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26 相撲君大玩日本風俗禮儀 朝日新聞出版編;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33 名店主廚親授!: 西式醃漬技法&料理91品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沙子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40 喝下午茶的心情做家事 本多沙織監修; 林文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57 愛上極簡主義的家! 富美作; 瑞昇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64 我家餐桌的法國料理 塚本有紀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71 蔬食常備菜 庄司泉作; 闕韻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88 優雅細緻的自然風景水彩課程 小林啟子作;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1995 河田勝彥 法式一口甜點.手工糖果 河田勝彥著; 沙子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12008 扭轉思維!打造幸福家居的創意圖鑑田中娜奧美作; 瑞昇編輯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15 NEW沙拉料理創意設計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羅淑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22 我賣拉麵,我的營收60億 土田良治作; 張俊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39 名廚烤牛肉: 極致技術&菜單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胡毓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46 探訪創作者的家 X-Knowledge Co., Ltd.編著; 瑞昇編輯部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技教育

送存冊數共計：6

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圓光禪寺



9789864012060 無印良品的廚房生活哲學 須原浩子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77 哈梅爾吹笛人的誘拐 中山七里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84 超逼真!色鉛筆寫實技法: 色鉛筆專家林亮太教你畫出栩栩如生的風景林亮太作; 劉蕙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091 凍齡美顏這樣吃 韓風高纖多酵料理吉川創淑作;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07 夢幻起司蛋糕 在家出爐 アトリエ.タタン作;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14 佛像與寺院解剖圖鑑 studiowork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0525 穆斯林中國實業家: 著名愛國人士馬忠順傳阿布杜拉.馬孝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532 相煎 華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0983 賈公彥≪儀禮疏≫研究 李洛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102 清代詩話與宋詩宋調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126 猶之惠風: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書藝作品集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18 章法學體系建構歷程 陳滿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25 亦古亦今之學: 古文字與近代學術論稿朱歧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126 追星十年書: 寫首詩聲聲世世(追楊宗緯九場個人演唱會之路)舜燕作、編撰 其他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941 百歲醫師以愛奉獻: 楊思標教授的醫者之路楊金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756 相親相愛是什麼 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165 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小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172 烘焙食品(麵包項、西點蛋糕項、餅乾項)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189 睫毛嫁接藝術 黃燕容, 張湘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6196 保母人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孩子愛自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群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楊宗緯歌迷後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萬卷樓



9789864811861 行政法: 全彩圖說 伊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2233 矯正暨觀護法典 霍華德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2493 明白法院組織法 名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646 3Q民法(測驗題)解題書 裕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653 考前30天「鐵路運輸學大意」拆題 韓新, 鄭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691 3Q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浩瀚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707 董謙老師開講 公司法: 創 董謙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2714 3Q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一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721 刑法重要名詞&概念說明 戴蒙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738 企業管理: 全彩心智圖表 程希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745 行政學: 全彩心智圖表 王濬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752 法院組織法: 全彩心智圖表 高耘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769 公文: 全彩心智圖表 林嵩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2776 考前30天 公務員法 拆題 艾達, 李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783 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 爭點隨身書棋許, 浩瀚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790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爭點隨身書 棋許, 浩瀚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813 民法爭點隨身書 苗星, 典熙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820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爭點隨身書 苗星, 陸奢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837 前進警大(警佐班)重點+題庫雙效四合一程譯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844 老師開講: 公司法-伏 蕭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2851 司法官.律師歷屆試題全解 保成名師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812868 憲法爭點隨身書 呂晟, 湯米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875 民事訴訟法爭點隨身書 宋定翔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882 智慧財產法: 爭點隨身書 桑妮, 羅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905 考前30天「警察法規概要」拆題 程譯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936 考前30天犯罪學概要拆題 霍華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943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五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2950 行政法: 爭點隨身書 王為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967 刑法: 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974 刑事訴訟法: 爭點隨身書 陸奢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458 義工精神(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4465 覺悟之路.福智園區的價值(簡體字版)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4472 歷事練心(簡體字版) 日常法師講述; 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4489 希求一切智智(簡體字版) 日常法師講述; 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4496 宗旨(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臺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4304 教育.人類升沉的樞紐(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4311 儒家精神(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64328 佛法與教育(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4335 老師(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4342 論語講記(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圓音有聲



9789869564359 論語講記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723 靈魂復原術:用古老薩滿方法,重拾生命和諧之道珊卓.英格曼(Sandra Ingerman)著; 達娃譯平裝 1

9789869503730 寵物是你前世的好朋友: 你們的相遇,從來都不是巧合瑪德蓮.沃爾克(Madeleine Walker)作; 蕭寶森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1648 當牛頓力學創e科學營碰上數位學習柯玲琴, 何瑞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1655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當牛頓力學創e科學營碰上水火箭: 快樂學習與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2324 高普特考講重點(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洪澤編著 三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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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53499 大學轉學考2017試題大補帖(國文)(104-105年試題)王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8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公共政策)三等. 2017(99-105年試題)李以德, 禾宜, 巴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598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財會類)共同+專業. 2017(100-105年試題)紫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1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法)三、四等. 2017(104-105年試題)陳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635 初考五等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意). 2018(102-106年試題)五等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84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國際經濟學). 2017(103-105年試題)三、四等張元, 蔡琳, 周詳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3994 TRIZ輕鬆學 宋明弘, 陳銘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007 鐵路特考. 2018: 試題大補帖(機械工程類): 普通+專業(106年試題)佐級、員級、高員三級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021 天線設計與應用: 使用ANSYS HFSS模擬器鄧聖明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4144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電子學. 2018(106年試題)劉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151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 自動控制. 2018(106年試題)詹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12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力工程類)普通+專業(106年試題)高員三級、員級、佐級. 2018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36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1)電機所、電子所、電信所、光電所、通訊所. 2018(106年試題)周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43 高普特考講重點(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洪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4267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工程數學2)機械所、應力所、其他. 2018(106年試題)周易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74 台電僱員試題大補帖(電類)共同+專業. 2018(102-106年試題)Jacoa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298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子工程類): 普通+專業(106年試題)高員三級、員級、佐級. 2018李長綱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04 征戰電子學 劉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28 鐵路特考試題大補帖(運輸營業類)普通+專業(106年試題)員級、佐級. 2018Jacoa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35 警察考試試題大補帖(行政警察人員)普通+專業(106試題)三、四等. 2018Jacoa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42 從設計到品牌: 體驗設計發展品牌的理論與實務拾已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359 甄戰大學. 第一類組-法商科 衛彬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366 高普特考講重點(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洪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73 管理資訊系統考前衝刺30天 丁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454380 研究所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2018(106年試題)徐明, 張翔, 楚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397 自動滅火系統(含NFPA&工程實務) 黃鴻勛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403 消防滅火設備: 水系統 何岫璁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454441 甄戰大學財經學群17而勵,打造成功甄選的5把鑰匙陳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496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 2018(103-106年試題)三丶四等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鼎茂圖書



9789863454540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要). 2018(99-106年試題)四等陳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557 生物化學 高宇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457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概論與法規). 2018(97-106年試題)三等洪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60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電力系統). 2018(105-106年試題)三等李元, 袁大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68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學). 2018(103-106年試題)三、四等莊伯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694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 2018(103-106年試題)三、四等林禾, 林靖, 李祥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009 忠黨愛國七十年: 丁剛的愛國情操 丁剛口述; 林于翔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398 烈焰雙生. 3: 永生船 法蘭西斯.海格(Francesca Haig)作; 章晉唯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404 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 陳志恆著 平裝 2

9789861336411 日記幸福 光禹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6428 可以跌倒但不能被打倒: 粉紅人妻CPU的噗哈哈人生CPU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435 歷史,就是戰: 黑貓老師帶你趣解人性、權謀與局勢黑貓老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442 來去鬧一波: 歐痞康島尋寶桌遊 鬧一波大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466 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架設人生避雷針的50道修練江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473 你的第二人生始於你明白人生只有一次拉斐爾.喬丹奴(Raphaëlle Giordano)著; 黃琪雯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2958 日本神社解剖圖鑑 米澤貴紀作;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016 幻獸藝術誌: 奇幻生物創作&設計 威廉.歐康納作; 陳岡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73023 花仙子水彩色鉛筆暖心手繪帖 KINA作; 黃筱涵譯 平裝 1

9789863773030 線稿畫技大突破!動漫角色繪製講座ゾウノセ等作; 黃筱涵譯 平裝 1

9789863773047 阿德勒談心理. 4: 賦予勇氣的方法 野田俊作作; 楊家昌譯 平裝 1

9789863773054 中國園林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平裝 1

9789863773061 圖解台灣民居 李乾朗, 閻亞寧, 徐裕健作 平裝 1

9789863773108 硬派健身. 2: 一平方米超強度燃脂訓練手冊斌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115 透視肌肉: 韓國強力徒手健身BASIC趙誠俊作; 陳冬雪譯 平裝 1

9789863773122 漫畫透視技法大補帖 羅比李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146 東京深度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甘為治譯 平裝 1

9789863773153 日本神社解剖圖鑑. 2 本間美加子作; 林木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139 物理場景繪畫技巧 平井太朗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177 只有媽媽做得到 激發孩子的運動潛能遠山健太作; 梁詩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184 點子大補帖 讀書猿作; 張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191 全日本公路自由行 昭文社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07 京都社寺參訪攻略 昭文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楓書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傳記工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神



9789863773214 幻獸藝術誌: 龍族創作指南 威廉.歐康納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21 mizutama的超Q插畫大百科 mizutama作; 余亮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38 吉田式: 球形關節人偶製作技法書 吉田良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45 世界咖啡百科 瑪莉.班克斯等作; 朱皓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52 咖哩小詞典: 萬用豆知識. 1 オカタオカ作;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69 高齡犬照護指南 小林豐和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76 中國器物圖解詞典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44 GO!Q版漫畫自學全攻略 漫學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299 戀戀桃仔園. 第七屆: 桃園文學與歷史研習會論文集李文獻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0749 TQC+商品造型設計認證指南: Rhinoceros 5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306 日檢N1全攻略:言語知識/讀解+聽解只讀一本就合格李致雨, 北嶋千鶴子著; 蘇琬清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3665 精通機器學習: 使用Python Sarah Guido, Andreas C. Mueller原著; 李宜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525 Mapping Experiences看得見的經驗: 創造價值從經驗圖像化開始James Kalbach原著; 吳佳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4679 日檢N4全攻略:言語知識/讀解+聽解只讀一本就合格李致雨, 李翰娜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4815 OpenCV 3學習手冊 Adian Kaehler, Gary Bradski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492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106最新試題)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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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5713 Photoshop CC完美呈現: 頂尖數位攝影師秘技大公開!(2017最新版)Scott Kelby原著; 張雅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744 物聯網與穿戴式裝置概論與實務應用張志勇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751 鳥哥的Linux基礎學習訓練教材 鳥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5799 資料結構: 使用C 蔡明志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5812 React學習手冊 Alex Banks, Eve Porcello原著; 楊尊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843 OpenCV範例解析 Prateek Joshi等原著; 莊弘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5973 資料結構: 使用C++ 蔡明志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5997 AKILA魔法教室: 網際網路Google 入門應用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000 深入理解運算原理:從簡單的機器到無所不能的程式Tom Stuart原著; 賴榮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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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864766024 輕鬆學Python 3:零基礎彩色圖解、專業入門孫宏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048 Microsoft MOS Excel 2016 Expert原廠國際認證應考指南(Exam 77-728)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055 Windows Server 2016 Active Directory建置實務戴有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062 電力電子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解析王惠玲, 許文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079 電子商務概論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6147 讀懂孩子的心裡畫: 理解與培養孩子,就從他的塗鴉開始!金善賢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154 1天5分鐘色鉛筆小塗鴉: 可愛討喜的療癒與裝飾小圖!徐汝珍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185 翻倍效率工作術:詢問度破表的Office職人技500+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192 軟體專案開發實務: 別只當編程猴 Gregory T. Brown原著; 陳健文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萬能科大通識中心



9789864766208 Office餐旅應用綜合實例(適用Office 2013/2016)郭姮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222 Python零基礎入門班: 一次打好程式設計與邏輯訓練基本功!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239 MTA Cloud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9)趙駿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246 網路架設乙級技能檢定術科實作 陳忠祥, 王慧珺, 黃閔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253 網站可靠性工程: Google的系統管理之道Betsy Beyer, Jennifer Petoff, Chris Jone原著; 孫宇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260 Microsoft MOS Word 2016原廠國際認證實例教本: 輕鬆搞定Word Core & Expert林文恭研究室, 葉冠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284 iOS 11+iPhone 8/X/iPad完全活用術: 225個超進化技巧攻略i點子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291 實戰ROS機器人作業系統與專案實作Lentin Joseph原著; 曾吉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07 14堂蘋果達人的養成課 陳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14 灰帽 C#: 建立自動化安全工具的駭客手冊Brandon Perry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21 超簡單!Autodesk Fusion 360最強設計入門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338 就這樣愛上iPhone X/8/8(Plus)/iPad與iOS 11:果粉輕鬆玩透必備250技蘋果梗, 施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45 電腦網際網路概論與實務 蕭文龍, 徐瑋廷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766352 就地取材、巧用光線的零元攝影棚架設術. 2, 硬光技法Nick Fancher原著; 若揚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69 JSON實務手冊 Tom Marrs原著; 楊尊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76 用手機一分鐘做貼圖!大家一起LINE拍貼!蔡雅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83 Soft Skills軟實力: 軟體開發人員的生存手冊John Z. Sonmez原著; 黃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390 統計分析入門與應用: SPSS 中文版+ SmartPLS 3(PLS_SEM)蕭文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6406 Ansible徹底入門: 雲端時代的組態管理廣川英寿等原著; 楊季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413 傳說中的超強日語自學寶典: 圖解單字、流行語與例句大全金廷禧等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420 精通Shell程式設計 Stephen G. Kochan, Patrick Wood原著; 蔡明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437 精通C程式設計 Stephen G. Kochan原著; 蔡明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529 AKILA魔法教室: LibreOffice Impress 5.x碁峰資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536 全新制TOEIC這樣考.2018: 多益聽力秘笈Key英語學習方法研究所著; Alice I. H. Chen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574 實戰封包分析: 使用Wireshark(支援IPv6與Wifi)Chris Sanders原著; 林班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6581 TQC+網站程式設計認證指南ASP.NET(C#)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598 TQC+造形設計及材質運用認證指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04 TQC+非線性剪輯認證指南Premiere Pro CC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11 TQC+物聯網開發核心知識與物聯網互動技術認證指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28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使用Office 2016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35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使用Office 2016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642 職安一點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完全掌握蕭中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659 小孩就愛!90款超人氣美術小遊戲 金玟志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666 色鉛筆下的超可愛童話國度 趙昭賢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697 圖解區塊鏈 徐明星, 田穎, 李霽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03 Davinci Resolve 14微電影調光調色 侯俊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10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術科. 2018版: 附學科試題(適用v.b.2010-v.b.2013)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727 iOS APP開發實務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34 資訊架構學 Jeff Gothelf, Josh Seiden原著; 蔡明哲, 陳書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41 初探機器學習演算法 Giuseppe Bonaccorso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58 Java SE 9技術手冊 林信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89 Google Analytics終極實戰寶典 Feras Alhlou, Shiraz Asif, Eric Fettman原著; 徐瑞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796 駭客的修練: 使用IDA Pro進行底層分析秋聲, 北極星編輯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6802 剖析Google Analytics: 從報表理解到實作Harris先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819 Python技術手冊 Alex Martelli, Anna Ravenscroft, Steve Holden原著; 黃銘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833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電路學 山下明原著; 吳嘉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6840 寫給上班族的Excel商用統計分析入門日花弘子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857 Python資料科學學習手冊 Jake VanderPlas原著; 何敏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864 Windows Server容器技術 Srikanth Machirju原著; 王偉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871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劉文良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66888 大數據分析Excel Power BI全方位應用謝邦昌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6895 區塊鏈: 未來經濟的藍圖 Melanie Swan原著; 沈佩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901 認識大數據的第一本書 Anil Maheshwari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918 跟著實務學習ASP.NET MVC: 第一次寫MVC就上手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932 完整學會Git, GitHub, Git Server的24堂課孫宏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6949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7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956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7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963 資安防禦指南: 資訊安全架構實務典範Lee Brotherston, Amanda Berlin原著; 江湖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970 Microsoft MOS Word 2016 Expert原廠國際認證應考指南(Exam 77-726)王作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987 Python程式設計的樂趣 Eric Matthes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106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 2018版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168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7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182 Java 9模組化: 可維護應用程式的開發模式與實務Sander Mak, Paul Bakker原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205 擴增人類: 科技如何塑造新現實 Helen Papagiannis原著; 黃銘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229 網路管理實務實力養成暨評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236 學會Swift 4程式設計的21堂課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267 快快樂樂學威力導演16: 影音/MV剪輯活用創意特蒐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274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 孫宏明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67281 App Inventor 2魔法APP設計創意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7328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S6(2018版)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335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解題實作: Dreamweaver+Photoshop CS6(2018版)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342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7366 楊比比的Camera Raw攝影編修: 後製修片技巧獨家揭秘楊比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373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中文介面)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118 感情伴侶性格問題解碼: 彩虹生命數字蘇芳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2133 What we've got and what we've lost Master Hai-Tao作; Charlie繪; Jessica-Yang, Johnson-Yang譯平裝 1

9789866042416 作自己的主人(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黃子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16 作自己的主人(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黃子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23 恩情比山高(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孫世哲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30 內心裡的笑容(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史黛拉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悲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1

送存冊數共計：101

愛倫戴爾



9789866042447 把愛放在心裡(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蟲神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54 告訴自己要誠實(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Julia Chou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78 打開財富之門(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鄭仁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85 分享平安與幸福(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麻油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492 播下快樂的種子(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三娃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508 勤奮+決心=成功(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雲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42515 把聰明變智慧(緬甸文版) 海濤法師編著; 菊子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3326 觀星望斗紫微大師的斗數真訣 李鳳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704 友善小旅行: 幸福輪轉手 林崇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574 兩岸學術交流會議論文集. 2017 李洙德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517 韓國理財訓練師的一行記帳術 朴鍾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24 肯定會有更好的答案: 創造最佳結果的具體方法申丙澈著; 李會卿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3491 天人合一的基本架構及其科學開展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655 超倍速52"背"單字2500字. 基礎篇 蔡沂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4655 超倍速52"背"單字2500字. 基礎篇 蔡沂霖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8925 新多益金色證書必備單字 康老師, Jeffrey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華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視野國際留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裕隆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普拉斯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新智



9789869378949 雅思實戰1500精選單字 康老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515 工程師如何錢進世界舞台: 大學教授不會教的一門課王華弘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4164 複製致富 譚聲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904 小熊夢遊花境 周琡萍文; 邱千容圖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576084911 台灣水果香 謝明芳主編; 林思慧美術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928 動物園有小偷!? 劉思源文; 南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935 尪仔戲真趣味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942 外婆的玻璃罐 兔子波西文; 崔麗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959 糕餅好滋味 謝明芳主編; 林思慧美術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966 大樹下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4973 動物園有小偷!? 劉思源文; 南君圖 初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544 Scratch 2.X積木創意遊戲樂無窮 林國勝作 平裝 1

9789869496353 Dreamweaver & PHP資料庫應用實務蔡國強作 平裝 1

9789869496360 跳空與趨勢交易策略實務 王朝丞作 平裝 1

9789869496377 黃金投資使用MetaTrader 4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平裝 1

9789869496384 系統分析與設計 孫惠民作 其他 1

9789869496391 SolidWorks創客3D合理設計表現 林志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7507 Project 2016實戰演練 elearningDJ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7514 Maya動畫製作 蔡龍華作 其他 1

9789869527521 SolidWorks工業製圖 姚成哲作 其他 1

9789869527538 AutoCAD 2018實戰演練. 機械設計篇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527545 AutoCAD 2018實戰演練. 建築設計篇陳世勳作 平裝 1

9789869527552 精彩PhotoShop CS6數位影像處理 趙雅芝作 平裝 1

9789869527569 以PMP觀點: Microsoft Project實務操作與運用洪家祥, 李育文作 平裝 1

9789869527576 蘋果設計師都在用的CAD設計軟體: Siemens NX桂源科技作 平裝 1

9789869527583 精通SolidWorks 2016. 基礎篇 陳俊鴻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27590 Visual F# 2017技術開發經典 孫惠民作 平裝 1

9789869555708 Project 2010專案管理實務 elearningDJ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經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路斯國際工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智國際文化



9789869555715 PowerPoint 2010職場導向全方位應用林國榮作 平裝 1

9789869555722 AutoCAD 2016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設計篇陳世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5739 mBlock創客實戰演練: 用mBlock玩轉Arduino林俊傑作 平裝 1

9789869555746 DSLR單眼數位攝影完全學習手冊 雲揚攝影作 平裝 1

9789869555753 電腦入門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869555760 Excel試算表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869555777 易習Office 2010辦公室自動化 林佳生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5784 簡易電腦基礎入門隨手翻 林佳生, 陳榮展作 平裝 1

9789869555791 Microsoft KODU 3D虛擬遊戲設計 葉國勝作 平裝 1

9789578755017 淬煉成長與卓越 林佳生作 平裝 1

9789578755192 用App Inventor玩轉樂高機器人: 創客實戰演練林俊傑作 平裝 41

9789578755208 Creo Parametric 3.0實戰演練. 基礎應用篇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215 Creo Parametric 3.0實戰演練. 進階應用篇梁景華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491 肌肉‧關節構造&活動百科 竹井仁監修;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507 荻山和也的手作麵包教科書 荻山和也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514 大人の戶外百科1: 繩結使用教科書 鳥海良二作; 陳聖怡翻譯 平裝 1

9789863701521 一流主廚的完美蛋糕卷 石塚伸吾等作; 黃琳雅譯 平裝 1

9789863701538 大人的咖啡雜學小百科 Tokio knowledge作; 涂紋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545 大人の戶外百科. 2: 溯溪、攀岩教科書浜島一郎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552 骨骼 構造&活動百科 竹內修二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4747 逢澤理玖 星余里子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24778 少了你的餐桌 川本三郎著; 張秋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792 第五波. 3, 希望之星 瑞克.楊西(Rick Yancey)著; 丁世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08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824815 我在故宮修文物 綠妖撰稿; 蕭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22 關鍵音: 沒有巴哈,我不可能越過那樣的人生詹姆士.羅茲(James Rhodes)著; 吳家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39 放下執著的練習: 「這樣,也很好」的生活方式小池龍之介著;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46 全思考: 吧台旁說人生 北野武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53 麻醉風暴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瀚草影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60 皮囊 蔡崇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77 聽見墜落之聲 胡安.加百列.瓦斯奎茲(Juan Gabriel Vás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84 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克. II, 復活的開始岩崎夏海作;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891 失眠的人 莫子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07 第11本小說,第18本書 達格.索爾斯塔(Dag Solstad)著; 非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14 完美婚姻 蘿倫.葛洛芙(Lauren Groff)著; 尤傳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21 深夜食堂 安倍夜郎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70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新經典圖文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838 10堂愛與療癒的體驗課 李明瑱, 謝宜瑾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83 愛的療癒花園 江玉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890 拈花箋 張蓉蓓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68814 用車理財: 車貸天王不藏私祕笈 劉芳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8821 拒當領頭豬!不懂當主管,就等著被取代,換個腦袋校正心態蔡嫦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838 用車理財: 車貸天王不藏私秘笈(簡體字版)劉芳良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748 佛寺古建築探秘: 進入傳統佛教建築的堂奧蔡良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779 反轉戰爭之眼: 美國國家檔案館典藏台灣舊航空照片選輯黃同弘文; 中央研究院人設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5793 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李峰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588 長存的道: 聖經的權威與可靠性 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M. Solomon)作; 林淑貞, 張洵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595 詩篇靈修學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著; 顧華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1601 巴西流聖靈論與華人教會的關係 陳吉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205 終活SOP!人人必學的人生整理術: 不管幾歲都要學習的3C終活規劃,讓人生不遺憾柴田和枝作; 鄭逸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612 耶穌的名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9922 持明空行母歡喜之紅寶石珠鍊: <>註釋法王董瑟聽列諾布仁波切著; 耶謝桑波仁波切譯文監修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280 從國際法看臺灣人民的自決權 劉滌宏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跨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暖暖書屋文化



9789869545297 清朝社會的面影: 清代野記 張祖翼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09 清朝政壇文士軼事: 棲霞閣野乘 孫寰鏡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16 醒醒吧!太平天國根本不太平 覃仕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23 大國小民: 十個故事裡的中國 端工作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30 晚清民初詩壇見聞: 今傳是樓詩話 王揖唐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47 晚清詩人軼事: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 汪國垣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54 上海往事碎影 林惠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61 韜奮和生活書店 韜奮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78 萬物生長: 十個故事裡的中國 端工作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0792 做人不如做狗: 柴犬阿張教我的44堂人生課朱維達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70 張尚德老師對人類新希望的兩場演講. 2014年張尚德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6788 唐宋詞選一百首 華康編註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795 幽夢影 張潮撰; 許福明校註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832 厚黑學: 求人密碼 李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870 南唐二主詞賞析 陳慶元, 楊樹撰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887 花間集 趙崇祚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894 6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900 7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917 一生受用金剛經 明奘法師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924 800字作文 林藍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6931 千算萬算,沒算到人性 李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948 與成功有約的9堂課 劉輝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962 自勵的勇氣 塞繆爾.斯邁爾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6979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朱晶注釋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66986 三國演義 羅貫中著; 朱晶注釋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9946 艾克雷西亞 Ecclesiastes. 4 野扶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539 如何給自己一份無價的禮物 柯奈留斯.赫希堡(Cornelius Hirschberg)作; 謝汝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7591 敘事弧: 普立茲獎評審教你寫出叫好又叫座的採訪報導傑克.哈特(Jack Hart)著; 謝汝萱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業餘畫匠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達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508 天機法師演講集. 四, 如何在動靜中修行天機法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8515 天機法師演講集. 五, 身心的安定 天機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515 天機法師演講集. 五, 身心的安定 天機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346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次 平裝 卷3 1

9789869524353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次 平裝 卷4 1

9789869524360 鷹奴 非天夜翔作 初次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24384 鷹奴 非天夜翔作 初次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24377 鷹奴 非天夜翔作 初次 平裝 中冊 1

9789869596107 青龍圖騰 淮上作 初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9596114 青龍圖騰 淮上作 初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9596121 青龍圖騰 淮上作 初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9596145 月落舊暮里 八千桂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152 致神與權杖與玫瑰 丘遲作 初次 平裝 1

9789869596169 武林盟私密記事 林言作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596176 武林盟私密記事 林言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603805 尋凶策 涼蟬作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603812 尋凶策 涼蟬作 初版 平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810 臺灣文學與文藝營: 讀者與作家的互動創作空間赤松美和子著; 蔡蕙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0841 饕客: 美食地景中的民主與區辨 喬西.強斯頓(Josée Johnston), 賽恩.包曼(Shyon Baumann)著; 曾亞雯, 王志弘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0858 東西的誕生: 談日常小物的社會設計哈維.莫洛奇(Harvey Molotch)作; 李屹譯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6700 東吳大學國文選: 教育部中文閱讀書寫課程計畫讀本林宜陵, 叢培凱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793 民事訴訟法實務必考熱區 巧意, 驀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6915 這題會考!公民 易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011 刑事訴訟法實務必考熱區 孫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080 民法概要 鄭冠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097 民法債編總論 鄭冠宇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2957103 查稅!你不可不知的稅務調查 洪國勛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158 刑事訴訟法論 李春福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群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圓融文教基金會



9789862957172 強制執行法: 口述講義民事及家事程序法. 第三卷許士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189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八版平裝 1

9789862957196 應有部分之物權性與分別共有人相互間之債之關係王千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7196 應有部分之物權性與分別共有人相互間之債之關係王千維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7202 華人社會與文化 何修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219 聊齋誌異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233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的解題術: 刑法總則歐啪司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240 民法物權案例研究 溫豐文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257 刑法總則 王皇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264 勞資聖經: 經典勞動六法 臺灣勞動法學會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271 華語詞彙難詞釋疑與應用 馮元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7295 國際學生學分班適用實用華語 李曉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7301 語言風格之旅: 文學欣賞的新途徑 竺家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7318 訴之聲明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實務案例介紹陳志雄, 陳信瑩, 陳容正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325 刑事訴訟法 黃朝義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7349 多視角對外華語文教學與師資培育 李希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356 刑事辯護之技術與倫理: 刑事辯護之心.技.體佐藤博史作; 王信仁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363 律師辦案參考手冊 台北律師公會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370 閱讀.樂讀 周志川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387 華語文教材編寫實務 蔡蓉芝, 舒兆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394 文學與電影讀本 鍾政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400 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 黃宗潔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417 行政法 吳志光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7431 刑法各論. 二, 人格法益篇 許澤天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448 現代金融法 王志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462 法律倫理學關鍵選擇 安律師, 高啟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479 當代短篇小說選讀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486 行政學大意這題會考! 子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493 臺灣親屬法論 林菊枝原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509 WTO法律與政策專題研究 洪德欽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516 公司證券法裁判評釋 何曜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530 信託法概要 潘秀菊, 陳佳聖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547 警榜題名行政法 巴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554 華語文教育學講義 彭妮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561 國際海洋法 黃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578 1000強漢語詞彙手冊: 漢語/英語/印地語Geeta Kochhar, Snehal Ajit Ulman, Somya Nayak合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585 職業安全衛生教戰手冊 蕭森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592 教育文化事業世俗化因應對策 蔡達智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608 行政罰法 陳清秀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615 公司法論文集. II: 特殊交易型態與資訊揭露黃朝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622 民事法學新思維之再開展: 劉春堂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民法研究基金會編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7639 行政法題型破解 周董, 周凌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7646 執行力客觀範圍擴張論 許士宦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7660 法學方法、憲法原理實踐 魏大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677 生活的詩篇 李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57691 民事訴訟法 陳啟垂作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7707 民事法的學思歷程與革新取徑: 吳啟賓前院長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民法研究基金會編 一版 精裝 1

9789862957714 憲法 警榜題名 深憲著 二版 平裝 2

9789862957738 票據法題型破解 吾猛龍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7745 抗爭: 從街頭到法院的十個環境運動詹順貴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752 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文康, 歐啪司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7769 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協力義務: 事案解明義務之內涵與界限: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二卷姜世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783 兩岸民事法學與多元典範觀點 姜世明, 葉啟洲, 劉明生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790 按Enter前,27個就你一命的網路法律絕招林煜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806 憲法爭點整理 宋杰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813 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 一部以贖罪心理與道德決斷形塑出來的法律李茂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844 物權法題型破解 唐浩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7875 民總、債總關鍵選擇 綺夢, 殷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7882 證券交易法關鍵選擇 辰茗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7899 說真的,你很好騙: 27個詐欺暗黑真相大揭露姜長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905 解密國考大數據刑事訴訟法. 基礎篇林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912 物權法爭點整理 唐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7936 超實用: 解決日常消費糾紛的21個祕訣陳宣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967 債各物權關鍵選擇 殷越, 高啟霈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8063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莫孟衡編著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769 電競必備作戰指南: 遊戲原創戰鬥&戰略事典山北篤作; 趙鴻龍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76 西方歷史建築解剖圖鑑 段智鈞, 趙娜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790 槍械射擊聖經 約翰.史諾，克理斯 ‧克理斯強作; 卡米柚子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06 世界恐龍地圖 土屋健作; 黃琳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13 中國古典建築. 1, 塔、寺廟 張維明作 平裝 1

9789865688820 機動戰士鋼彈UC: 機械&世界觀設定資料集. ep7雙葉社作; 蔡世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37 伸展運動解剖書 阿諾.尼爾森, 尤卡.寇柯寧作; 林晏生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44 聖經人物完全圖解事典 島田裕巳作; 楊家昌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51 中國古典建築. 2, 宮殿、陵墓 徐建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68 古埃及象形文字. 自然風土篇 松本彌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75 中國古典建築. 3, 居民、城鎮 王其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82 服飾中華. 上: 夏商周-隋唐五代之卷黃能福, 陳娟娟, 黃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899 服飾中華. 下: 宋代-民國之卷 黃能福, 陳娟娟, 黃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05 復活師 E.B.哈德斯佩作; 陳岡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611 小手大創客: IoT、Android和Surveillance專案設計鄭一鴻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愛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2

送存冊數共計：74

楓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804 舊法用心知: 慈濟人 慈濟事 慈濟情 釋德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828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七年. 冬之卷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064 雞婆有理: 助人心法APP 李委煌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236 新營太子宮羅天大醮志 許献平等著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159 機器人崛起: AI人工智慧理財新標竿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873 榮耀的生命: 27位聖經人物的榜樣 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910 再次牽我手 南西.帕克.布魯曼特(Nancy Parker Brummett)作; 趙士瑜, 道聲翻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1934 出去,宣教吧!: 建立神所預備的健康教會成就全球異象的雙翼宣教金聖坤著; 王肇民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996 遞送瓶中信的人 蜜雪.庫瓦斯作; 艾琳.史戴繪; 宋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009 什麼?王子居然選了灰姑娘壞心的姊姊陳志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454 捨得歡喜: 葛濟捨和孫慈喜的喜捨人生鄭茹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461 慈悲科技MIT 葉子豪, 黃秀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478 牽你的手 慢慢走 陳美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485 哈啾!著涼就會感冒? 賴志銘作; 高智能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492 近視了!原因究竟是什麼? 游文瑾作; 楊永建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209 細說詩經 徐芹庭, 徐耀環著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期刊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營太子宮太子爺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9789577812223 細說莊子 (東周)莊周原著;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6563 現在,就開始打造夢想: 就算被當成傻瓜,到死了也不要放棄晴天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66600 被當傻瓜也沒關係: 不放手,直到夢想到手!晴天娃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533 1天1分鐘,找回好視力 日比野佐和子, 林田康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832 英語會考單字攻略 季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426 素材集: 臺灣.西洋節日與慶典 吳晨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8464 領隊導遊考試全科總整理: 法規必考題庫945題+觀光常識一問一答2000問(升級版)林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471 有趣的法語暖身操: 聽聽唱唱學發音夏怡蓓(Isabelle Chabanne), 游文琦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488 美語發音寶典 陳淑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5003 一玩再玩!首爾怎樣都好玩 談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010 中.韓韓.中對譯技巧 王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027 元氣日語會話初級 本間岐理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869575034 一考就上!新日檢N2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869575041 一考就上!新日檢N4全科總整理 林士鈞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869575058 50天搞定新韓檢中級單字 金美貞, 卞暎姬, 玄素美著; 周羽恩譯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869575065 六個月學會義大利語 江書宏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015 熱帶季風 胡培菱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9022 前線Z.A. 楊鈺琦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6492 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 台灣島的衛生條件高木友枝著; 周烒明, 林靜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809 彈珠台的一顆小鋼珠: 給醫學生與年輕醫師之十封信李明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研發處輔仁學派身心靈整合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慢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意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麗美人



9789866197765 身心靈整合之處遇. III, 邁向身心靈健康陳美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419 就是愛花花世界: 林家琳押花.植物畫作品集林家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163 述學集 徐醒民講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0716 小願詩集. 繪意清水詩篇 中港高中國中部王詩淇等43人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316 漁寮囝仔討海網 蔡金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4632 頂寮社區導覽手冊 鐘金水, 白天賜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014 台中市郵學會年刊. 2017: 郵林彙刊慶祝兩岸交流30周年紀念特刊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464 原牧: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9期詹嫦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8087 磺溪風華: 彰化縣書法學會聯展暨富偉盃全國書法比賽作品集. 二0一七李杉連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中市郵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清水小願文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下寮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075 彰化縣影展攝影年鑑. 2017 卓淑貞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9768 北投溪流域生態 施宏明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510 台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會員作品集. 第十一屆李曉明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2314 臺北建築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847 此生必讀的52個古埃及謎團 解讀歷史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54 順暢呼吸從養肺開始 柴瑞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61 好孕到!幸福孕程全照護寶典 好幸孕編輯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78 此生必讀的66個古希臘謎團 解讀歷史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44 城市美學. 2017: 在地的人文與藝術學術研討暨研習會論文集謝柏昇等合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114 華佗開講. V, 長庚中醫教防癌 潘金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601 臺北漢唐經方論壇: 醫案發表實錄. 第一屆漢唐經方推廣協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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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領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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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漢唐中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北城市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西畫女畫家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建築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北投社大



9789867193391 你不知道的臺灣車站秘密 林榮梓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2955 自然大世界: 不可思議的生態奧祕圖鑑阿曼達.伍德(Amanda Wood), 麥克.喬利(Mike Jolley)文; 歐文.戴維(Owen Davey)圖; 林大利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037 40歲一定要養成的關鍵習慣: 從職場、財富到家庭,創造中年人生大改變佐佐木常夫作; 黃薇嬪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068 原來如此 唐忻忻, Basaw Kumu作; Kokai, HH繪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310 誰來幫我洗澡澡? 約格.穆勒文.圖; 李紫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327 誰來幫我拍拍睡? 約格.穆勒文.圖; 李紫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334 打針才不可怕呢! 穗高順也文; 長谷川義史圖; 周姚萍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341 世界最新醫學證明不疲累、不疼痛的究極身體仲野広倫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358 歡迎光臨我的展覽 史考特.曼金(Scott Menchin)文; 哈利.布里斯(Harry Bliss)圖; 宋珮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365 太空喵艦長: 物理漫遊 多明尼克.瓦里曼(DominicWalliman), 班.紐曼(Ben Newman)文; 班.紐曼(Ben Newman)圖; 高文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93419 狐說八道. 4: 投石問錯鹿 劉思源文; 九子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426 極地冰狗任務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吳健豐圖; 謝佩妏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440 玩具診所開門了! 方素珍文; 郝洛玟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464 小樹苗大世界 夢枕獏文; 山村浩二圖; 陳瀅如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488 為什麼你沒看見大猩猩?: 教你擺脫六大錯覺的操縱克里斯.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 丹尼爾.西蒙斯(Daniel Simons)著; 楊玉齡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3495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 麥特.拉莫斯(Matt Lamothe)作; 彭欣喬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525 小勇士出大任務: 山水王國大冒險 王佩琪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525 小勇士出大任務: 山水王國大冒險 王佩琪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532 用點心學校. 9, 紅白大對抗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549 醫學的藝術: 融合科學、藝術與人性關懷的醫療何瑞光(Herbert Ho Ping Kong), 波斯納(Michael Posner)著; 楊玉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556 玩具迷宮 香川元太郎, 香川志織文.圖; 晴羽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563 2號廳的珍藏: 張簡珍的粵菜探尋 張簡珍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570 觀念天文學 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史特勞斯(Michael A. Strauss), 戈特(J. Richard Gott)著; 蘇漢宗, 高文芳譯第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93587 觀念天文學 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 史特勞斯(Michael A. Strauss), 戈特(J. Richard Gott)著; 蘇漢宗, 高文芳譯第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93600 交換 馬丁.貝德弗(Martyn Bedford)著; 鄒嘉容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3617 三個小公主故事書 喬姬.亞當斯(Georgie Adams)撰文; 愛蜜莉.包蘭(Emily Bolam)繪圖; 周思芸翻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624 留下來的孩子 凱瑟琳.厄斯金(Kathryn Erskine)著; 鄒嘉容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3631 我們到了沒? 丹.桑塔(Dan Santat)文.圖; 柯倩華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648 會生氣的山 陳又凌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655 門孔 余秋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662 孩子的簡單正念: 60個靜心練習,陪孩子專注應對高壓世界葛凌蘭(Susan Kaiser Greenland)作;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679 機器、平台、群眾: 如何駕馭我們的數位未來安德魯.麥克費(Andrew McAfee), 艾瑞克.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作; 李芳齡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686 哲學與人生 傅佩榮作 第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793693 哲學與人生 傅佩榮作 第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793716 進擊: 未來社會的9大生存法則 伊藤穰一(Joi Ito), 郝傑夫(Jeff Howe)作;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723 從大腦看人生 洪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730 我做得到！小小科學家艾達 安德麗雅.碧蒂(Andrea Beaty)文; 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圖; 李紫蓉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785 當我即將離你而去: 一位年輕女詩人給兒子、丈夫、父母、朋友最後的情書妮娜.瑞格斯(Nina Riggs)作; 吳芠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792 魔電聯盟. 7, 最後戰役 理查.保羅.伊凡斯(Richard Paul Evans)著; 陳信宏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815 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 凱莉.韋納史密斯(Kelly Weinersmith), 查克.韋納史密斯(Zach Weinersmith)著; 黃靜雅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4793846 職來職往: 笑懂職場的暗黑與明白 馬克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651 法國廚房 梅鐸圖書著; 蔡依瑩、遠足文化編輯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0411 西班牙廚房 梅鐸圖書著; 李淑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297 三代臺灣人: 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黃煌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38 討愛勒索 趙梅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45 巫女 陳念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52 暇滿: 台灣小農的夢幻《金瓶梅》食譜黃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69 日本重返世界第一: 日本如何重塑自身及其對美國與世界的重要性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著; 許雅淑, 李宗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576 日本傳統文化事典 中村義裕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24 文學超圖解.II : 10頁漫畫讀完經典文學作品多力亞斯工場作; 常純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31 文學超圖解.I : 10頁讀完日本知名文學作品多力亞斯工場作; 常純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48 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大谷渡作; 陳凱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55 再見海南島: 臺籍日本兵張子涇太平洋終戰回憶錄張子涇作; 天江喜久編集; 天江喜久, 林子淳, 謝明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62 漫步中山道: 宿場六十九次的今昔風華之旅West Publishing作; 歐兆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79 漫步東海道: 宿場五十三次+京街道四次之旅West Publishing作;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086 一隻手的掌聲 傅一清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30093 我的荒糖進行式: 一個文化恐怖份子的深情自白蔣耀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09 台灣常見蚯蚓、蛭類圖鑑 賴奕德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30123 全世界史講義. I, 古代.中世紀篇 出口治明著; 周若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47 當帝國回到家: 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華樂瑞(Lori Watt)作; 黃煜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54 資本的世界史: 財富哪裡來?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作; 賴雅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78 男品: 複眼能力與品味的科學 陳弘美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630192 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 李展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222 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 海外檔案選譯高雄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王興安等譯初版 平裝 2

9789578630222 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 海外檔案選譯高雄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王興安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796 東方眾神畫冊 小G瑋TDS.GWEI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02 插畫告白 Gs.灰階TDS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19 沈威峰畫集 沈威峰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40 CO柴的異想世界 PB江江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57 貓爵美術集 貓爵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64 奇藝果小劇場 奇藝果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895 有田燒見學之旅 陳貴蘭攝影作品集陳貴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5673901 英國牛津知性之旅: 陳貴蘭攝影作品集陳貴蘭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遠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0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5

網迅雲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291 陳菊+高雄人=高雄學2.0 王御風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696 索拉花必備寶典 池田奈緒美, 陳郁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702 樂戳羊毛氈x萌寵小動物 愛麗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719 不凋花必備寶典 池田奈緒美, 陳郁瑄作 增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3074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1 1

9789863193081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2 1

9789863193098 說妖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3104 張公案. 卷壹, 黃大仙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111 張公案. 卷貳, 女兒村 大風颳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128 乩身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203 The Pirate Legend script writer: Story ARK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133 遠東科技大學參加國際發明展得獎作品專輯. 2013-2014年遠東科技大學三創教育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01284 小黑雲 漢娜.康明(Hannah Cumming)文.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833 影響孩子一生的彩繪世界經典名著: 格林童話格林兄弟文; 韋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857 三角形 麥克.巴奈特文; 雍.卡拉森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895 樹: 春夏秋冬,季節流轉 派翠西亞.赫加蒂文; 布麗塔.泰肯特拉普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21 馭風逐夢的男孩: 威廉.坎寬巴 威廉.坎寬巴, 布萊恩.米勒文; 伊莉莎白.祖能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151 捕捉大海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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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02552 技術高中英文(C版). VI 劉宜君, Martin Mullaney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遠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東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京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蓋亞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蓋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林文化



9789869402569 遠東新概念英漢辭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 二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42433 教學實務技術報告: 學科內容和語言綜合學習與π型人培養之教學成果陳青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0583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聯展畫集. 二0一七第廿一集楊其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709 石子瀨風華展現 林志秋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903 簡易西拉雅語繪小書 萬益嘉等作 平裝 全套 1

9789869022910 來學西拉雅語發聲與書寫 萬益嘉[作] 平裝 1

9789869022927 跟著SIRAYA動詞動: 詞綴與動詞變化萬益嘉作; 萬盈綠, 萬盈穗中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2934 簡易西拉雅語繪小書. 10冊, 教學參考手冊萬益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852 21世紀から日本企業が生き残るための変遷鄭芳珠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0651 尼采會怎麼做?: 別為小事捉狂!讓哲學大師幫你解決日常生活問題馬可士.威克斯(Marcus Weeks)作; 邱振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68 佛洛伊德會怎麼做?: 別為小事捉狂!讓心理治療大師幫你解決日常生活問題莎拉.湯姆利(Sarah Tomley)作; 林哲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699 那是我的! 安娜斯卡.艾勒帕茲(Anuska Allepuz)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781 鄉民曆: 國民必備偏方指南. 生活篇 莊淳安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798 鄉民曆: 國民必備偏方指南. 醫療篇 莊淳安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811 情感類語小典 安琪拉.艾克曼(Angela Ackerman), 貝嘉.帕莉西(Becca Puglisi)著; 蘇雅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828 10號艙房的女人 露絲.魏爾(Ruth Ware)著; 蘇雅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835 燕子的旅行: 5000公里外的約定 鈴木守著; 陳采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0859 練習的力量: 努力可以超越天賦,每個人都能站上顛峰馬修.施雅德(Matthew Syed)著; 齊若蘭譯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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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81474 數位時代0-12歲教養寶典 克莉絲堤.古德溫博士(Kristy Goodwin)著; 邱珍琬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石子瀨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榮昇圖書



9789573281504 刺激大拇指讓腦變年輕 長谷川嘉哉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11 孤獨力 齋藤茂太著; 楊素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28 老妹世代: 30歲後,我反而更喜歡自己柚子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35 歐吉桑的大數據減重計畫: 行動健康管理(mHealth)APP,幫助你甩掉體重,趕走憂鬱,找回年輕陳楊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59 有人就是要害死你!: 人際關係地域求生指南,破解酸民、小人、腹黑狂的心理機制,不再腹背受敵而鮮血淋漓榎本博明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66 不靠人才的企業經營法: Step By Step打造獲利翻倍的作業流程兒島保彥著; 郭玲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73 道濟天下諸葛亮 秦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80 建築為何是這樣: 藤森照信建築史解題藤森照信著; 黃俊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97 練習設立界線: 在愛裡保持距離 ,將那些無法掌控的事情全部放手梅樂蒂.碧緹(Melody Beattie)著; 林曉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603 新手學西洋書法的第一堂課: Engrosser's Script幾不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610 好想找人說說話: 與臨床心理師的話療之旅南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627 跳進名畫中的兔子: 用兔兔視角看名畫,原來這麼有趣!徐瑋彤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1634 每天做一件你害怕不敢做的事 羅比.羅格(Robie Rogge), 戴安.史密斯(Dian Smith)作; 陳映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641 有故事的人 重點就在括號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658 百年風雲. 二 陳先元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3281665 百年風雲. 二 陳先元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281689 長壽健康飲食法 瓦爾特.隆戈(Valter Longo)著; 洪瑞璘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696 81個練習,找回內在陽光小孩: 讓生活更愉快、主動、有創造力優莉亞.托慕夏(Julia Tomuschat)著; 麥德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702 境、會、元、勻: 許博允回憶錄 許博允, 李慧娜, 廖倩慧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1719 以母之名: 她教我用幽默與微笑對抗世界崔佛.諾亞(Trevor Noah)作; 胡培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726 夢想叫我起床: 如果沒有夢,人生還剩什麼?台灣電影人的熱血故事麥立心著; 許斌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733 魯蛇俱樂部 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 謝雅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740 小天空 葛西新平文; 伊勢英子圖; 林真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1757 台北奇幻飛行 粘忘凡文; 孫心瑜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1764 雷公糕 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簡媜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1771 畫畫的50個基本小練習: 迪士尼動畫大師以分解步驟教你畫畫李.J.安姆斯(Lee J. Ames)著;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788 蘿拉老師教你畫和諧粉彩: 20分鐘輕鬆上手蘿拉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795 中共攻台大解密 易思安(Ian Easton)著; 李自軒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01 起動適應力: 適應當前環境,開拓美好願景鄭石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18 我的森林廚房: 莊祖欣無國界料理冒險指南莊祖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25 數字就是賺錢力: 看不懂財報沒關係,只要牢記宅經濟必學的二個獲利數據,創業、開店、提升業績,完全搞定古屋悟司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32 AI人工智慧的現在.未來進行式 古明地正俊, 長谷佳明作; 林仁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49 松鼠之家: 失智症大地 白明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56 像芬蘭這樣教: 快樂教、快樂學的33個秘密提摩西.沃克(Timothy D. Walker)著; 丁凡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63 你可以不遷就: 你的求職降落傘是什麼顏色?教你探索個人職涯、化劣勢為優勢的不敗求職指南理查.尼爾森.波利斯(Richard N. Bolles)著; 方慈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87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好: 每天回到你心裡,感受自己的內在力量洪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894 你所不知道的符號故事: 符號的由來和使用朴英秀著; 陳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00 微商,這麼做才賺錢!: 零門檻月入百萬的社群行銷術王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17 那一年我在巴黎: 跟海明威一起享受流動的饗宴珍妮絲.麥克里歐(Janice MacLeod)作; 孟令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24 日本人妻の無限料理 前西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31 情緒陰影: 「心靈整合之父」榮格,帶你認識內在原型,享受情緒自由許皓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48 用九柑仔店. 3, 迷宮的抉擇 阮光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55 我喜歡你 沃博(Sandol Stoddard Warburg)文; 齊華絲特(Jacqueline Chwas)圖; 楊茂秀譯二版 精裝 1

9789573281962 寬宥之南: 開普敦天空下,一趟責任與原諒的和解之旅莎蒂絲.艾娃(Thordis Elva), 湯瑪斯.史敦吉(Tom Stranger)著; 劉嘉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79 風城味兒: 除了貢丸、米粉,新竹還有許多其他李元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20 只是眷戀這人間煙火 周國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44 放鬆之書: 找出源頭、調適情緒、釋放壓力的全方位療癒減壓手冊瑪莎.戴維斯(Martha Davis), 伊莉莎白.艾許曼(Elizabeth Robbins Eshelman), 馬修.麥凱(Matthew McKay)作; 林曉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68 醫生哪有這麼萌. 2: 菜鳥以上、老鳥未滿的白袍日記Nikumon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99 水精靈 納森.希爾(Nathan Hill)著; 李建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112 屁屁偵探讀本: 黑影竊盜團入侵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129 QBQ問題背後的問題 約翰.米勒(John G. Miller)著; 陳正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2136 太陽神試煉. 2, 闇黑預言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平裝 1

9789573282150 人生,幾分熟?: 成為理想中的自己: 吳若權的大人學吳若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806 寮那時的點點滴滴 洪怡菁等故事編寫; 李宜昇等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9430 臺南市美術學會: 十全十美寫藝書畫專輯. 2017楊添璧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7544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創會四十週年紀念專輯會員作品集錦. 2017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54266 臺南市師美學會二十週年暨臺師大美術系教授聯合美展楊盛發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866 南鯤鯓代天府見聞記附洪高舌組長榮退詩文聯集洪高舌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0371 台日水彩畫會交流展 黃進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8589 紫錐花問與答寶典 李炳盛, 陳興漢合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南郭綜合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師美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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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3

送存冊數共計：64

南市北寮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9468596 消化性潰瘍: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549202 支氣管哮喘: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549219 全國常見藥品. 9, 抗腫瘤與免疫調節劑用藥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9226 全國常見藥品. 10, 呼吸道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9233 全國常見藥品. 11, 新陳代謝用藥 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9240 全國常見藥品. 12, 肌肉骨骼.耳科及其他用藥周孫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9264 脈診科學與十二經絡 周泳臣著 平裝 1

9789869549288 科學健身輕鬆逆齡 周敦穗著 平裝 1

9789869549295 高脂血症: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3507 肝炎: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881 用簡單英文去旅行: 模擬實境!用短短一句話,搞定出國大小事李秀永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46 設計創新暨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江金榮專輯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611 清晨嗎哪90天. 10,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羅馬書崔剛,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550628 縱橫千萬里,軼事見聞錄 王守愚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65 金融股領軍,台股首次上萬點: 資產、電子輪番出線杜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928 豪記龍虎榜. 1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205 情境實例式幼兒發展與輔導考試講義(適合公立幼兒園教師甄試專用)賴志彬, 張嘉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212 情境實例式幼兒發展與輔導考試講義(幼教師檢定、教保員考試專用、附歷屆題庫)賴志彬, 張嘉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229 情境實例式幼兒發展與輔導主題分類歷年考古題庫(適合公幼教甄、教師檢定、教保員、教專考試)賴志彬, 張嘉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236 情境實例式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考試講義(適合公立幼兒園教師甄試專用)賴志彬, 張嘉芙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記影視唱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博士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設計學院



9789869577243 情境實例式幼兒園課程與教學考試講義(幼教師檢定、教保員考試專用、附歷屆試題、模擬問答題)賴志彬, 張嘉芙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250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主題分類歷年考古題庫(適合公幼教甄、教師檢定、教保員、教專考試)賴志彬, 張嘉芙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1129 在地雜糧好料理: 51道健康美味的創意食譜何聖芬, 滴水坊, 佛光山普門中學餐飲管理科等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738 賽倉攝類學 賽倉.語王吉祥造論; 釋如法, 釋性忠等譯註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25745 吾願無悔: 三十五佛懺講記 真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25752 希望.新生: 四季法語 真如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004 行方不明: 白色恐怖臺南案一員口述歷史楊德宗口述; 楊淑惠錄音記敘; 楊雅惠註釋編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229 五十年臺灣文學記憶 隱地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6396236 南山青松: 張春榮極短篇 張春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243 2017/林文義: 私語錄 林文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473 東京文藝散策 劉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315 一街村 赫恪著 平裝 2

9789869384322 後山製造: 手作木鋼筆指南入門篇 黃崇軒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33 楊崇森講座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輯于明等作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景印刷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陽文史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福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40 2017年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區域科學學會、地區發展學會、中華城市管理學會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胡志平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26 磨磨喳喳: 銘傳大學第35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畢業專刊銘傳大學第35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數位媒體設計科全體畢業生圖文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761 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2017: 觀音普度與教化全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游秀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008 金玉滿堂 蔡勝德文; 羅永清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980 席捲全球的性革命: 以自由之名摧毀自由加俾額爾.庫比(Gabriele Kuby)著; 王念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997 傳教士的夥伴: 陶賀神父和聖神女子傳教學校. 1955-1978陳淑銖, 李美紗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09 小故事大道理精選集: 98個探問生命意義的故事趙中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09 小故事大道理精選集: 98個探問生命意義的故事趙中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23 今日遇見聖瑪竇: 瑪竇福音詮釋 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陳靜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9411 Ancient Wing逝翼 張雅涵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92167 讀懂量子力學的第一本書: 大科學家講量子的故事,帶你探索最先進的物理科學李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174 工作數學力: 日本頂尖商務數學專家教你活用數學邏輯、看穿數字陷阱深澤真太郎著; 李建銓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2181 焦渴者 尤.奈斯博作; 林立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204 爺爺與小玉喵 貓蒔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235 圖解犯罪心理學 内山絢子監修; 李建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259 對白的解剖: 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習角色說話的藝術,在已說、未說、不可說之間,強化故事的深度、角色的厚度、風格的魅力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著; 周蔚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280 致童年 安德列.亞歷克斯(André Alexis)著; 約瑟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297 通往財富自由之路 李笑來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睿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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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市白沙王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數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所

銘傳大學都防系



9789864892365 青春,為時已晚: Around 40最後一哩的焦躁不安益田米莉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372 文學的40堂公開課: 從神話到當代暢銷書,文學如何影響我們、帶領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約翰.薩德蘭(John Sutherland)著; 章晉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919 捨了,就得了 圖滇悲桑格西作; 吳翠雯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005 畫說故事精彩繪溪東 邱玉蘭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209 成就者的教言 徐馥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55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論文集. 2017丑宛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925 我的英語學習日曆: 365句正能量名言,用英語打造更好的自己李文昊, 金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4436 學好設計一定要會的: 平面設計KnowHow大里浩二編輯; 吳嘉芳譯 平裝 1

9789863124467 卡莉怪妞的藝術世界 Steve Nakamura著; 蘇玨萍譯 平裝 1

9789863124542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感測器智慧生活大應用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4559 設計職人必修Photoshop+Illustrator圖案與背景設計快速攻略下田和政作; 吳嘉芳譯 其他 1

9789863124610 WordPress 客製化實戰講座: 自製佈景‧外掛‧社群行銷‧SEO優化相原知栄子, 大曲仁作; 許郁文譯 其他 1

9789863124641 資訊安全概論 林祝興, 張明信作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124665 LOGO與展開: 從商標到品牌視覺設計 5大領域×105個知名品牌設計案例集リンクアップ, グラフィック社編輯部作; 謝薾鎂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124696 跟著樂齡優良教師學超實用APP: 生活‧旅遊‧健康‧娛樂陳千里, 謝明原作 平裝 1

9789863124733 365天都想寫!文具女子的聰明手帳術MONOQLO編輯部作; 謝薾鎂譯 平裝 1

9789863124757 HTML5.CSS3精緻範例字典 楊東昱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124764 LabVIEW程式與虛擬儀表設計 惠汝生作 平裝 1

9789863124771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進擊的Arduino!AI人工智慧互動遊戲機施威銘研究室作 平裝 1

9789863124801 職場必備超省時Excel巨集&VBA便利技效率UP門脇香奈子作; 許淑嘉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樂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寧瑪巴法性光明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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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圖滇悲桑格西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縣溪東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3124818 職場必備超省時Excel樞紐分析表便利技效率UP井上香緒里作; 許淑嘉譯 其他 1

9789863124832 職場必備超省時Excel問題解決便利技效率UP技術評論社編集部, AYURA作; 許淑嘉譯其他 1

9789863124849 我在SOU.SOU的設計工作: 京都傳統風的時尚新美學若林剛之作; 鄭昀育譯 平裝 1

9789863124856 坐著就能做!銀髮族瑜珈: 避免跌倒、改善失眠、舒緩身心、預防失能山田いずみ作; 楊毓瑩譯 平裝 1

9789863124863 一步到位!RWD網頁程式設計: 用HTML5、CSS3、Bootstrap打造響應式網頁陳惠貞作 平裝 1

9789863124870 樂高動起來!MindStorms EV3機器人互動設計蔡宜坦作 平裝 1

9789863124887 左營訓練中心環境空氣品質調查研究與分析黃恆祥作 平裝 1

9789863124894 和mizutama一起動手玩!可愛紙雜貨BookMizutama著 平裝 1

9789863124900 大學甄選教戰手冊: 如何成為推甄中的亮點?俞征武作 平裝 1

9789863124924 熟齡族體能訓練圖解聖經: 採用功能性訓練,改善姿勢、肌力、穩定度、活動度與耐力DK Publishing作; 謝靜玫譯 精裝 1

9789863124931 偷窺運動員的高強度訓練筆記: 壺鈴、槓鈴、戰繩、沙袋、輪胎、地雷管全面啟動Aurelien Broussal-Derval, Stephane Ganneau作; 韓立祥譯平裝 1

9789863124955 最新SQL語法範例字典 朝井淳作; 朱浚賢, 陳奕苓譯 平裝 1

9789863124993 新觀念Java 9程式設計範例教本 陳會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98516 仙武至聖 騎豬南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1288 花都之風流醫聖 時無誑語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1721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2247 獨掌乾坤 烏山雲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84292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844029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3886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44135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411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843312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3329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3336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3343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400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422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4289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4429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4440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418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430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434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3978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4319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433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3817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3824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3831 唯妃是寵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說頻文化



9789864844067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3855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3862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4074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4326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4166 相公太腹黑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4173 相公太腹黑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419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4210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44234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4241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44258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44265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4844272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4844357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436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437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494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495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4388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4418 徐娘喜嫁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4425 徐娘喜嫁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4432 徐娘喜嫁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4449 徐娘喜嫁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4456 寶妻臨門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4463 寶妻臨門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4470 寶妻臨門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4487 寶妻臨門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4494 寶妻臨門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4500 寶妻臨門 半袖妖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4517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452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4531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5033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5361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4548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516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4555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4982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5392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456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4579 神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458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84544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844593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460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543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4559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461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4462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45279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45453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45620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4463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499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530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555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4464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84526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84533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86484551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86484465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4968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518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554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4661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5286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5569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4678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529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563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4685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4975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5538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469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5026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534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5583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4708 醫者為王 方千金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471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500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531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557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4722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473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493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517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542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4746 寵物至尊 一顧朝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4753 寵物至尊 一顧朝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4760 寵物至尊 一顧朝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4777 寵物至尊 一顧朝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478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522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541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5248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552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479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4807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523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481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482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519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520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483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44845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45217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45354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44852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5378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4869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4876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4883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4890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4906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4913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4920 姑姑有福 蘇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5019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484540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4845613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4845781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4845798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4845040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057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064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071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5088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5095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5101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5118 廚娘大翻身 墨輕愁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5125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132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149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156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5385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577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6115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6122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5460 美人不識君 賞飯罰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477 美人不識君 賞飯罰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484 美人不識君 賞飯罰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491 美人不識君 賞飯罰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5507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5880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5606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5644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651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668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675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568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699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705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71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894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6900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5729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736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743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750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795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6801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576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86484621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86484631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86484691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86484692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864845804 魔武至尊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582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625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6573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685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6863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583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6160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6351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6597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6771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678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5842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622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623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624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6566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6733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5859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6368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6542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47082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586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46146 開心漁場 全金屬彈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4587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6177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6580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701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5897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660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6825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5903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6184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619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6740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6757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591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4632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46641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4704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4592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4613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633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6634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696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697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5934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637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4655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683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684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5941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6986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6993 萬象神眼 紫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5958 氣沖星河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5965 氣沖星河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5972 氣沖星河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5989 氣沖星河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5996 小白花奮鬥日常 盛世流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6009 小白花奮鬥日常 盛世流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6016 小白花奮鬥日常 盛世流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6023 小白花奮鬥日常 盛世流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030 小白花奮鬥日常 盛世流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6047 小白花奮鬥日常 盛世流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6054 玉人不淑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6061 玉人不淑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6078 玉人不淑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6085 玉人不淑 后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09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4610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46672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846689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846948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847211 御天神帝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846153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6610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7006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722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6207 特種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4846276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6344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6870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6887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7174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626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7150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7389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6283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6436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6443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6627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7075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6290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638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7020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703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6306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6399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640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6412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6429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450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6467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6474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6481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498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6504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6511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6528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6535 拐個萌妻入東宮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6658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6665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742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7662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6696 絕色生香 許之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6702 絕色生香 許之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6719 絕色生香 許之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6726 絕色生香 許之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6764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6818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7280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7051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7099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105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112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129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713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4773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8270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714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7556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8096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716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741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776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7914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8003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8256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718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767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789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808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699957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823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719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7549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795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699964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8201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7204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7358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7686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723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739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777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804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817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47242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4778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42179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4725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7655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799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8065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8263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4726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779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781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818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727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86484744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86484745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5冊 1

978986484792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6冊 1

978986469993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7冊 1

978986484810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8冊 1

9789864847297 娘子討抱抱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303 娘子討抱抱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310 娘子討抱抱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327 娘子討抱抱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7334 娘子討抱抱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7341 娘子討抱抱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736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47372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793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4803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819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4740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4787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48140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47433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7464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8010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7471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488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495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501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7518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7525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7532 撈個吃貨當王妃 如意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7563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570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587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594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8157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409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8416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7600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4805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48508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47617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624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631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64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8072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34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7693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709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716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723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8591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7747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7945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8218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7754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7976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8133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8454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7808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7983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99940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8249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7822 霉女要翻天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7839 霉女要翻天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7846 霉女要翻天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7853 霉女要翻天 蘇靜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7860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8027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853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788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8119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812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7907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22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877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7969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4036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8492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8287 絕配冤家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8294 絕配冤家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8300 絕配冤家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8317 絕配冤家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8324 絕配冤家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331 絕配冤家 莫惜紅衣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8355 王妃這苦差 水墨七弦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8362 王妃這苦差 水墨七弦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8379 王妃這苦差 水墨七弦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8386 王妃這苦差 水墨七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8393 王妃這苦差 水墨七弦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42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880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9116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869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0冊 1

9789864848829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1冊 1

9789864848836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2冊 1

9789864848843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3冊 1

978986484843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99冊 1

978986484846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8720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9147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49376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4847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48744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4875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4909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932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848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8737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913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4944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48515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8522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49369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4854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49215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4855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878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889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49345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4856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4881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48881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910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9338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48577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9161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8584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8607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8614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8621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8638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8645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652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8669 半路殺出侯夫人 女王不在家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8676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49420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9567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8683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8980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8706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906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49383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9543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49413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8713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8966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8973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876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4886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4907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4929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4958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48959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9185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8799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887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9314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890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9352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49468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48911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49123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949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48928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49154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49482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48935 超級神醫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9536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8942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9178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8997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9208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9437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9505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9000 閨秀耍叛逆 白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9017 閨秀耍叛逆 白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9024 閨秀耍叛逆 白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9031 閨秀耍叛逆 白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9048 閨秀耍叛逆 白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9055 閨秀耍叛逆 白沅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9086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49192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4940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49222 霸氣皇子妃 長慕不得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9239 霸氣皇子妃 長慕不得訴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9246 公主忙招婿 蘇合香油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9253 公主忙招婿 蘇合香油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9260 公主忙招婿 蘇合香油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9277 公主忙招婿 蘇合香油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9451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4冊 1

9789864849734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5冊 1

9789864849970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6冊 1

978986484951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49789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49796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4952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49550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49574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4980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4959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959109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49611 至尊霸主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9680 夫君好無賴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9697 夫君好無賴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9703 夫君好無賴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9710 夫君好無賴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9727 夫君好無賴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9758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4982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49833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49840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0348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49871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49888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9895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9901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9918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035 SDC系統燙髮 朱珮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172 黑騎士物語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10196 灰飛的存在: 二戰德軍200萬外籍兵團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873 福慧集. 七, 佛典故事 釋厚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人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福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81

送存冊數共計：579

精點印前科技



9789868633926 春天: 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 藍博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201 十萬島文識台灣 何嘉雄, 黃天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201 十萬島文識台灣 何嘉雄, 黃天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1201 十萬島文識台灣 何嘉雄, 黃天賜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872 臺灣土風舞一甲子論壇 董麗英, 吳明堂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3232 天工百藝 藝本初心. 2017: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會員圖錄林昭君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3833 Asian Aspects of Periodontology and Implantologyeditor-in-chief Tony Shing-Zeng Du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922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四十七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213 生命需要我在什麼地方,我責無旁貸黃碧松, 賴維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42812 愛.中和.南勢角 趙德宜, 趙少騏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7679 耕讀集: 美濃後生文學獎. 第七屆 古慧瑜等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仁醫騎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自主學習推廣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土風舞一甲子論壇籌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工藝之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474 TIMS行銷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 2018年台灣行銷科學學會編著 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35372 小碧藍幻想! 菊一文字漫畫; Cygames原作;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7758 現在如何呢?正在戀愛中。 ぺんたぶ文;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639 從早到晚與從今以後p.s. 波真田かもめ作; Y.S.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752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伏瀬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3983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8.5, 官方資料設定集伏瀬原作; 楊惠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875 大白熊熱戀中 ころも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39905 在你身下,白晝也能入眠 赤星, ジェイク作; 青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950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 暁雪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39967 境域的偉大祕法. 1: 緋紅龍王與戀愛的蛇女神繪戶太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39981 渣熊出沒!蜜糖女孩請注意! 烏川さいか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086 讓顧客願意遠道而來的祕密: 三越伊勢丹340年深受信賴的款待之學三越伊勢丹人才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作; 謝敏怡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531109 親子旅宿定點遊: 又潔、乙丞帶路玩全台趙又潔, 趙乙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116 戀愛御守月下君 夏天晴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531123 戀愛御守月下君 夏天晴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531130 魔女的槍尖 薛西斯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14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0101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531154 普通攻擊是全體二連擊,這樣的媽媽你喜歡嗎?井中だちま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161 與折原臨也一同喝采 成田良悟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178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0088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531185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 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531192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531208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安可短篇集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531215 惡魔高校DxD. DX.2, 膜拜吧☆龍神少女!石踏一榮作; 陳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222 妹妹人生 入間人間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531239 異世界拷問姬 綾里惠史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246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531253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11, 大魔法師的妹妹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260 Fate/Prototype蒼銀的碎片 TYPE-MOON原作; 櫻井光作; 吳松諺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531277 末日時在做什麼?有沒有空?可以來拯救嗎? EX枯野瑛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284 錢進戰國雄霸天下 Y.A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291 Fate/strange Fake TYPE-MOON原作; 成田良悟作;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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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578531314 刺客守則. 3: 暗殺教師與命運法庭 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321 機動戰士鋼彈 逆襲的夏亞: 貝托蒂嘉的子嗣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さびしうろあきx柳瀨敬之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578531338 機動戰士鋼彈 逆襲的夏亞: 貝托蒂嘉的子嗣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さびしうろあきx柳瀨敬之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531345 無法掙脫的背叛 小田切螢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531833 無法掙脫的背叛 小田切螢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531352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531741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531369 記憶使者 織守きょうや作; 洪于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376 博多豚骨拉麵團 木崎ちあ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383 完全圖解計畫力: 會問問題就會做計畫,會煮咖哩就能做專案芝本秀德作; 劉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390 Everyday UNIQLO STYLING 22位達人教妳混搭輕時尚主婦之友社編著; 黃秀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406 不法辯護人. 3, 另一名惡魔 師走トオル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413 等你回家的神明 鈴森丹子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420 不撐傘的螞蟻們 加藤成亮作;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437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444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451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531468 機動戰士鋼彈UC BANDE DESSINEE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大森倖三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531482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531475 血腥+馬利 サマミヤカザ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531499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505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531512 三顆星彩色冒險 力シヲ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819 三顆星彩色冒險 力シヲ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529 小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あかりりゅりゅ羽漫畫; 邱鍾仁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531536 深灰澀樂章 所ケメコ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543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婵川夏哉原作;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550 深灰澀樂章: 小提琴家與經紀人 所ケメコ作; Y.S.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567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531574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惠惠短篇漫畫集暁なつめ原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581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陳冠安譯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531598 新機動戰記鋼彈W Endless Waltz 敗者們的榮耀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小笠原智史漫畫;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531604 書店裡的骷髏店員本田 本田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611 衛宮家今天的餐桌風景 TYPE-MOON原作; TAa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628 Fate/Apocrypha 東出祐一郎, TYPE-MOON原作; 石田あきら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635 活下去吧!社畜美眉 ビタワン原作; 結うき漫畫; 陳宏生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642 至高指令 えすのサカエ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531659 辣妹與宅妹的不解孽緣 河合朗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666 喵喵+貓頭鷹咖啡店HUKULOU COFFEE永原律子原作; ものゆう漫畫; 游若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673 已達專業的一人生活 カマタミワ漫畫; 丁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680 青春好7淘: 吳念軒、菜子、馮先鉑帶路玩台灣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台灣角川編輯部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703 魔女的槍尖 薛西斯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710 與咖啡娘的午茶時光 ポルリン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727 星語者. 3, 星海 Chiya繪; Nature, 易莎編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734 姊姊 飯田ぽち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758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531765 少女與戰車: 戰車道小百科 少女與戰車劇場版製作委員會原作; 葉来緑作;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772 為了女兒,我說不定連魔王都能幹掉。CHIROLU原作; ほた。漫畫; 芙菈格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789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796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一方通行 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吳端庭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531802 終將成為妳 仲谷鳰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826 印度大君的誘惑 環 レン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31840 LoveLive!Sunshine!! 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857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864 爆音少女!! 織本任那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531871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531888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531895 魔法科高中的優等生 佐島勤原作; 森夕漫畫; 陳正益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531901 狼與辛香料 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漫畫; 吳松諺譯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531918 BLOOD LAD血意少年 小玉有起作; 志麻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531925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TYPE-MOON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531932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531949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531956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犬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963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犬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970 西王子同學向我告白了。 イチヒ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531987 西王子同學向我告白了。 イチヒ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531994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0170 艦隊Collection漫畫精選集. 舞鶴鎮守府篇「艦これ」運営鎮守府原作;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0019 情色漫畫老師. 9, 紗霧的新婚生活 伏見つかさ作; 蔡環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026 問題兒童的最終考驗. 4, 王者再臨 竜ノ湖太郎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033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16, 再逢狂三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040 普通攻擊是全體二連擊,這樣的媽媽你喜歡嗎?井中だちま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057 OVERLORD. 12: 聖王國的聖騎士 丸山くがね原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64006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19, Moon cradle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071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22, 動亂的序章篇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640095 約會大作戰DATE A BULLET赤黑新章東出祐一郎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118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3, 魔眼之王與神冥審判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125 賢者之孫. 4, 天下無雙的魔王降臨 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132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149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156 與佐伯同學同住一個屋簷下: I'll have Sherbet!九曜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163 與佐伯同學同住一個屋簷下: I'll have Sherbet!九曜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187 粉領族大作戰!: 改變憂鬱人生的30天HA-CHU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194 夜啼鳥 千早茜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17 謝罪的藝術吉本興業的完美危機管理法竹中功作; 楊毓瑩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0231 愛上卡夫卡女孩 森晶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48 博多豚骨拉麵團 木崎ちあ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255 為世界所愛的兩人 e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62 初戀 傷停補時 仁科裕貴作; 洪于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79 妖怪旅館營業中. 五, 敵營中的救世小廚娘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86 指尖小奢華!123色玩指彩 SHIZUKU作; 蔡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93 書店柴柴的異色推理 主人與柴犬靈魂互換事件簿牧野修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30 正能量企鵝Koupen Chan るるてあRURUTEA作; 陳怡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47 打工吧!魔王大人. 前進高中篇N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54 GAMERS電玩咖!. 5, 電玩咖與全滅GAME OVER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61 殺戮的天使. 2, BLESSING IN DISGUISE真田まこと原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78 瓦爾哈拉的晚餐. 3, 金冠雞與小鹿的燒烤三鏡一敏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392 幼女戰記. 7, Ut sementem feceris, ita metes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408 月界金融末世錄 支倉凍砂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415 Fate/Apocrypha. 1, 外典:聖杯大戰 東出祐一郎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422 當蠢蛋FPS玩家誤闖異世界之時 地雷原作; 小蟲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439 KAGEROU DAZE陽炎眩亂. 7, from the darknessじん(自然の敵P)作; 佐加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446 皇帝聖印戰記. 7, 雙雄之道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460 機動戰士鋼彈0083 REBELLION 矢立肇.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畫; 張士新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0477 五十嵐與中原的青春交叉口 イサム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484 相愛相殺 Fe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491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40507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0514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幽靈子彈川原礫原作; 山田孝太郎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521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0538 大人的深夜食光 イチヒ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545 我家把拔是遊戲實況主: 遊戲實況主的溫馨日常實錄阿虎, 賀土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552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0569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40576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40590 ISUCA依絲卡 高橋脩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0606 戀上妖狐大嫂 高田桂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613 戀上妖狐大嫂 高田桂作; Sharpice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620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637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644 AI電子基因 山田胡瓜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651 AI電子基因 山田胡瓜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668 彎彎甜點筆記: 彎風正甜!來喔-一起發現台北美味甜食店彎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729 噬血狂襲. 16, 虛幻的聖騎士 三雲岳斗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804 異界轉生強奪戰 mino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081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40828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0859 絕對的孤獨者. 4, 刺擊者 The Stinger川原礫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866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9, 零的傭兵 虎走かける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640873 更大的戰役: 邱昊奇伊朗、尼泊爾壯遊記邱昊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910 從零開始的小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原作; 安岳漫畫;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934 與妳相依 敲響心扉的百合精選集 フライ等作; 雲加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989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0996 少女與戰車緞帶武者 少女與戰車製作委員會原作; 野上武志X鈴木貴昭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1078 機動戰士鋼彈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1191 三瀨川先生的冥界心理諮商 佐野しなの作; 謝如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221 已讀不回的戀人原創小說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宋禹論, 何沫洋小說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238 已讀不回的戀人: 飆風男孩寫真誌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6389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第十二輯 陳麗娥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712 看見齊柏林展覽專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2591 世界醬汁&沾醬大全 柴田書店編;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2676 夜與朝之歌 はらだ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4236 你的香氣 鯛野ニツケ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080 學著說晚安: 屬於夜晚的獨白 游知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264 餐飲專家白種元的特選家常菜55 白種元著; 馬毓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25 京阪奈地鐵遊. 2018 media porta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32 三角歌劇 冥花する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49 knife 千葉リョウコ漫畫; KUMAKO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56 發情病毒 天王寺ミオ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63 間諜之家 真刈信二原作; 雨松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70 頂尖殺手246 高橋慶太郎原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55394 柚子森妹妹 江島絵理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5400 彼岸島 48天後... 松本光司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55417 再見Byebye 上川きち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24 戀愛.性愛機器人 天城れの作; 劉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31 探索者的密約(初回限定版)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48 玻璃太陽Rouge 譽田哲也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55 玻璃太陽Noir 譽田哲也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62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755479 沖繩超導覽. 2018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86 幸福限定.美味草莓甜點書 若山曜子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493 謹慎又柔情,德國人的故事 宇文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09 失控的數位行銷: 破解36種行銷迷思,精準掌握網路集客術臂守彥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16 日本國家代表隊教練舛田圭太的羽球基本技術全解析舛田圭太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23 午後幸福時光: 40種創意塔派 福田淳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阿布電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送存種數共計：151

送存冊數共計：173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9789864755530 圖解團隊領導學: 從理論到實踐一本搞定!杉浦正和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47 餐飲經營學: 人的問題99%靠制度解決!三井創太郎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54 貓咪的第一本遊戲書: 玩出親密與紀律!坂崎清歌, 青木愛弓著; 何姵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61 看穿人心的腹黑心理測驗 澀谷昌三監修;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78 我這樣教出東大生: 掌握12歲之前的教養關鍵期,讓孩子養成自動自發的好習慣楠本佳子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85 台北癮咖啡: 尋味70家讓人初訪就愛上的風格店家台灣東販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592 日本王牌經理人教你如何把豬隊友帶成神助手: 提高部下動力、打造優秀團隊,一流主管的48個帶人心法吉田幸弘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08 咖啡拉花全技巧: Step by Step新手也能學會的25款創意拉花LAGS.tw咖啡拉花藝術認證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46 親吻那花朵 阿部, あかね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53 在處男面前無法呼喊愛! 山田パピコ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60 戀、性和魔法的作法 かさいちあき作;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77 我不是說了能力要平均值嗎? FUNA, 亞方逸樹原作; ねこみんと漫畫; 張文俊, 呂寧偉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5776 品牌設計力: 從概念到實戰案例,設計總監教你打造吸金品牌的不敗祕技東販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99 只想跟你在一起 たうみまゆ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05 大野狼與小紅帽 小林こたろ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12 探索者的牢籠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36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5950 法式料理的美味指南: Le Mange-Tout主廚親授谷昇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67 超療癒!多肉植物十二卷屬212品種圖鑑X絕對不失敗植栽法日本ハオルシア協会, 林雅彦作; 梅應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01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756018 漫畫版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 近藤麻理恵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63 告別窮忙生活!: 4天鍛鍊出有錢人思維齋藤芳乃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87 超好懂商業入門人才培育 中原淳著;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100 MATLAB程式設計與工程應用 陳奇中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117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法規 李洙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39124 經濟學(精簡本) 謝振環著 7版 平裝 1

9789574839131 會計學概要 杜榮瑞等著 6版 平裝 1

9789574839155 輕統計: 日常生活的資料分析 何宗武, 謝雨豆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162 廢污水創新處理與再生 葉琮裕編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09 Advanced written grammar 曾貴祺, 賀一平, 林淑雯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308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李國維等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16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1, 風靡全球的創客運動李國維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23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2, 材質色彩資料庫宋毅仁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30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3, 木工機具操作輕鬆學王龍盛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47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4, 基礎金屬工藝楊彩玲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54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5, 3D列印繪圖與操作陳建志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61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6, CNC控制金屬減法加工吳宗亮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78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7, LEGO運用於多旋翼姚武松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85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8, 遊戲APP開發入門朱彥銘編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292 創意實作-Maker具備的9種技能. 9, 在地文化資源調查與應用王怡茹, 陳建志編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臺灣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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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5049 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療育服務 孫世恆, 廖華芳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105 臺灣建築學會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第二十九屆第二次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執行團隊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377 原住民族的權利與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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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5689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講記 釋果清講述 二版 精裝 1

9789868695696 梵網經菩薩戒本述義 道海律師講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664 茶療(茶與養生) 林志煌編撰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431 JAVA程式設計藝術(國際版) Paul Deitel, Harvey Deitel原著; 張子庭, 全華研究室編譯十版 其他 1

9789862803455 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 道格拉斯.布朗(H. Douglas Brown)著; 林俊宏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803547 人體解剖學 Elaine N. Marieb, Patricia Brady Wihelm, Jon Mallatt原著; 楊世忠譯初版二刷精裝 1

9789862803592 朗文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題+詳解) 謝雅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803691 New gogo loves English Ken Methold等[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2803707 New gogo loves English Ken Methold等[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2803714 New gogo loves English Ken Methold等[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2803813 管理資訊系統 Kenneth. C. Laudon, Jane P. Laudon著; 董和昇譯14版 平裝 1

9789862803820 Listen Up Kenton Harsch, Kate Wolfe-Quintero[作]1st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803837 Listen Up Kenton Harsch, Kate Wolfe-Quintero[作]1st ed. 其他 第2冊 1

9789862803844 Listen Up Kenton Harsch, Kate Wolfe-Quintero[作]1st ed. 其他 第3冊 1

9789862803868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New TOEIC Test Introductory Course菁英國際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編著第1版 其他 1

9789862803875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New TOEIC Test Intermediate Course菁英國際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編著第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埔里獅子山正覺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茶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早療協會



9789862803882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Grammar Betty S. Azar, Stacy A. Hagen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803899 電磁學 Fawwaz T. Ulaby, Umberto Ravaioli著; 李慶烈譯7版 平裝 1

9789862803905 作業管理 Lee. J. Krajewski, Manoj K. Malhotra, Larry P. Ritzman原著; 白滌清編譯11版 平裝 1

9789862803912 Travel On author Yi-Sheng Lin 2nd ed. 其他 第1冊 1

9789862803929 Travel On author Yi-Sheng Lin 2nd ed.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409 臺灣常用郵票研究會年刊. 第一期 臺灣常用郵票研究會編輯委員會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721 我必快來: 主的應許 蔡茂堂作 精裝 3

9789869185738 我願你來: 我的期盼 蔡茂堂作 精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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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131455 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 舍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0734 社會民主是什麼?瑞典的實踐與挑戰英格瓦.卡爾森(Ingvar Carlsson), 安-瑪麗.林格倫(Anne-Marie Lindgren)著; 蔡培元翻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6022 台灣普羅藝術交流協會美展. 2018 劉哲志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035 小動物常用藥品手冊 蘇璧伶, 詹東榮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67097 臨床推理: 現代觀與教學運用 王遠程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822 犬貓臨床心臟超音波 Valérie Chetboul, Claudio Bussadori, Éric de Madron作; 盧大立等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5860 Netter's人體解剖著色書 John T. Hansen作; 陳詩芸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304191 表體觸診圖譜: 頸部、軀幹、上下肢表體解剖學Serge Tixa著 ; 王子娟翻譯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367080 Robbins和Cotran病理學手冊 Richard N. Mitchell作; 林庭均等翻譯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9475884 McCracken 可撤式局部贋復學 Alan B. Carr, David T. Brown作; 蕭仰嶔等翻譯第十三版精裝 1

9789869475891 言語障礙: 基礎觀念、鑑別診斷及處置Joseph R. Duffy作; 張琇涵等翻譯第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愛思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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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普羅藝術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基督長老和平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8

臺灣常用郵票研究會



9789869548502 吞嚥困難: 成人與幼童之臨床處置 Michael E. Groher, Michael A. Crary作; 張琇涵, 蘇耿民, 林佳佑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8519 犬貓放射解剖學圖譜 Donald E. Thrall著; 王思懿等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8533 呼吸器原理及應用 J. M. Cairo作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9548557 視覺光學實務與屈光原理. 下, 隱形眼鏡及其視力矯正應用篇Andrew Keirl, Caroline Christie作; 路建華等審閱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0311 無名行旅者 李奧森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291 股市咖啡館用N形戰法把期貨變簡單: 安帥起死回生賺大賠小的交易法則大公開黃柏鈞, 蘇育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666 一流人士都不會犯的禁忌: 從打招呼到各種場合應對,馬上派上用場的人際經營術,讓工作、生活更加無往不利!Tokio Knowledge作; 鍾雅茜譯 平裝 1

9789861303673 無印良品MUJI式,到全世界都受歡迎的獨特經營術增田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680 Google教你深度學習: 中小企業如何利用會自己學習的電腦?日經大數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697 我的第一本親子英文單字書 李宗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1303703 上桌秒殺美食料理家的日日好味 謝靜儀著 平裝 1

9789861303710 無印良品の整理收納術: 好用又好收!跟著空間規劃師,打造簡單又時尚的居家環境梶之谷陽子著; 劉芳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727 我們的極簡生活: 空間斷捨離實踐版!只用生活必需品,打造舒適又有設計感的家善惠林著; 陳靖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734 新手不失敗的百變蛋料理: 水煮、煎炸、醃漬、蒸烤都難不倒的無敵蛋食譜,簡單易做又好吃,天天都有新變化!寶島社編輯部作; 鄭睿芝譯 平裝 1

9789861303741 我的第一本鐵架萬用收納術: 多功能組合x開放式設計,好收易拿,打造舒適清爽的居家環境!Emi作; 凱特譯 平裝 1

9789861303758 嬰幼兒副食品營養搭配全圖解: 簡單好做,成長4階段必備!155道「現煮&冷凍」美味離乳食太田百合子作; 鄭睿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765 超圖解第一次做果醬就成功: 46款純天然蔬果製作的沾醬、拌醬、料理萬用醬!DODO出版編輯部著; Jo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772 將熱情轉變為事業的30天創業計畫: 每天花10分鐘讀1章,依指示做1件事,打造令人不可小看的公司載爾.帕催(Dale Partridg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789 操盤18式,年年賺百萬: 不怕驗證!陳榮華17年來每年賺百萬的技術分析操作矩陣陳榮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796 權威醫師的防癌關鍵飲食: 頂尖名醫的80套治癒力料理,用食物殺死壞細胞,照著吃就能防癌、治病、抗老化!姜載憲等作 平裝 1

9789861303451 吃對全營養,從副食品開始! 陳柏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248 樂樂聽讀兒童中級故事 [姚釹, 李琇琇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87255 樂樂聽讀兒童中級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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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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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臺灣樂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



9789868220652 高雄市市定古蹟副廠長宿舍古蹟修復與再利用工作報告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總編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8858 澄懷觀道: 2017年第三屆台灣國際袖珍雕塑展; 近觀: 2017年新加坡國際微型雕塑展台灣雕塑學會, 新加坡雕塑學會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805 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摘要與全文光碟. 2017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3382 阿花,知道了 布魯劇團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053 墨韻.鄉風: 李肇瑜創作探研 李肇瑜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762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2017白慧怡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1146 精神衛生護理法律糾紛案例研討彙編吳麗淑等作者群 平裝 1

9789869221153 護理師-引領邁向永續發展的第一線: 2017 ICN西班牙巴塞隆納國家代表會議暨國際護理大會專刊[台灣護理學會]秘書處編輯 平裝 1

9789869221160 護理臨床教學方法與教案設計 李秋香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2335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52342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52359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52366 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益西彭措堪布編述初版 平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護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雕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5435 情境說話術: 搭訕 郭海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466 YES,沒有任何藉口 龍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473 尼采語錄 林郁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525480 三分鐘默想 弦月如歌主編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9525497 猶太格言集 林郁主編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8401 超越自己,遇見自己 朴贊國著; 王寧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8425 猶太智典<> 林郁主編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8449 聖經大智慧 林郁主編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518 30分鐘學會蔡上機易經塔羅占卜 蔡上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4355 愛的關係:找到生命數字裡的命定戀人X 愛情人際關係合盤何幸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029 男人相對論 秋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036 烤出星級手作點心: 40道聰明烘焙人氣甜點X手作麵包賴彥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050 覺醒: 從注定好的命運中掌握最好的時機賴紳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752 法國女人身材曼妙的秘密,零脂健康的美味優格冰: 讓你好吃無負擔,輕盈窈窕不發胖!Josephint Piot作; 江佳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76 居家常備餃子料理: 美味多變的省時料理小心機!樂媽咪名廚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790 人氣TOP元氣便當菜: 想吃就吃得健康安心又省錢!樂媽咪名廚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068 觀老莊影響論 釋德清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297 乾隆康刻: 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著; (清)李兆洛校勘 四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54600 觀老莊影響論 (明)釋德清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617 藥地炮裝 (清)方以智著 再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5754624 緇林尺牘; 高僧山居詩 (清)比丘道古輯, 貫休輯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631 禪學要籍虛堂集 林泉老人評唱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648 王陽明先生文錄抄 (明)黃守仁撰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655 莊子南華經解 (清)宣穎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662 古文析義 林雲銘評註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54679 王安石詩集 (宋)王安石撰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樂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蔡上機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5068 隔岸觀詩: 中國女力 歪仔歪詩. 2017一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205 雪國沐光: 詹振揚油畫聖誕特展. 2017李文凱作; 詹振揚繪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524 耳下按摩60秒,流口水消病痛: 0到100歲都需要的唾液分泌力!齋藤道雄著; 瞿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241 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優惠年鑑. 2018侯瑞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7726 將根紮好: 基督宗教在華教育的檢討王成勉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3562 台南nice trip 陳婷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79 墨西哥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柯璇, 林安慧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593 去,你的首爾. 2:這樣玩,連韓國人都覺得大發!李國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609 體驗京都: 和藝妓玩、上茶道課、向京都人學做菜、穿上和服去逛街;用體驗玩出不一樣的京都許芳菁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16 台北nice trip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23 台東nice trip 曾家鳳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30 雪梨.墨爾本 陳瑋玲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85 大首爾攻略完全制霸. 2018 柯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92 台中nice trip 紀廷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15 曼谷清邁攻略完全制霸. 2018 蒙金蘭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0190 彩虹魚: 揭開南島魚族的神秘面紗 莊維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9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養沛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冊數共計：8

賣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慕光藝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621 行銷管理面面觀 黃振誼編纂 平裝 1

9789865911638 團體活動設計與帶領 簡宏江編纂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645 創意網頁視覺元素 黃天玉主編 平裝 1

9789865911652 烘焙食品麵包、蛋糕丙級 廖利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11669 網路行銷應用 李明昌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075 初學者也OK的森林原野系草花小植栽砂森聡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82 Sylvia's Wreath Ideas.Sylvia's法式自然風手作花圈Sylvia Le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9099 花時間: 以愛之名.戀上古典優雅的秋季玫瑰Enterbrain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454 字母LETTER: 陳雪專輯 衛城出版編輯部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78 基本收入: 建設自由社會和健全經濟的基進提議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 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著; 許瑞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85 終戰那一天: 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 蘇碩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492 我們的島: 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柯金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15 秋之舞姬: 「少爺」的時代 關川夏央, 谷口治郎著; 劉蕙菁譯初版 平裝 第二卷 1

9789869589222 「少爺」的時代 關川夏央, 谷口治郎著; 劉蕙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46 字母會. H, 偶然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53 字母會. I, 無人稱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60 字母會. J, 賭局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77 字母會. K, 卡夫卡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84 字母會. L, 逃逸線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91 字母會. M, 死亡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02 字母會. G, 系譜學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19 經濟學好厲害: 如果沒有誤用的話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6604 成功和失敗的差異: 就是積極或消極的心態羅偉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11 潛意識: 挖掘潛在力量,好運接著就來: 運用潛能力量,創造輝煌人生馮麗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28 養肝護肝原來可以這麼簡單 易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35 人生三思: 一生的幸福需要有這樣的智慧藏峰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42 增強免疫力絕對讓人不生病: 100招教你免疫力的簡易方法謝英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59 人生三談: 掙脫世俗煩惱,生命需要一點智慧臧峰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66 10分鐘紓解疲勞: 100個妙招讓你活得精力充沛季昌群醫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衛城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9789865756673 常見病小偏方: 不花錢少吃藥,一看就懂一用就靈土曉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80 改變氣場: 你的好運就會跟著來 李上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697 從頭到腳,勝過補藥的30個特效穴位: 養生又健康的簡易穴位按摩李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03 照顧好糖尿病的240個Q&A: 簡單易懂的糖尿病自癒手冊楊國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10 簡單按摩指壓: 100個妙招讓你全身輕鬆: 從頭到腳的呵護,一看就懂一學就會的簡易穴位王書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27 讓衰老變慢: 中老人也可以吃得很長壽蔣家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007 那些在咖啡館的人 王懿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138 瑤情寄遠: 旅日名家.抱石之女傅益瑤在台首次經典藝術大展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750 近代臺灣公共圖書館的發展(1895-1981)林慶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11 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 黃永豪, 蔡志祥, 謝曉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28 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 黃自進, 潘光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35 在,之間。: 認同與實踐之間的學術研究儀式謝若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42 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 嚴茹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59 菁英如何改變社會: 近代草屯之形成與人際網絡之轉變(1724-1945)張家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66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研究 金中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873 印記舞台 廖秀容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1140 歐洲的誕生: 理念.認同.現實 傑拉德.德朗提(Gerard Delanty)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2532 偉大的海: 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大衛.阿布拉非雅(David Abulafia)作; 宋偉航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32549 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著; 黃美蓉譯 四版 精裝 1

9789869532556 海洋與文明:世界航海史 林肯.潘恩(Lincoln Paine)著; 陳建軍, 羅燚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92 望安母校.喜迎百歲: 澎湖縣望安國民小學百週年紀念專輯林建勳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澎縣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澎縣望安國小100週年校慶籌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墨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寫食實物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702 湖西村文化變遷與社區發展之紀實 蔡光庭等撰寫; 蔡福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108 吳宜璟 浮雲 古箏彈唱創作集 吳宜璟作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609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永遠的瞬間幻覺澤夫.羅森克蘭茨, 羅尼.格羅茨編著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7616 童.樂: 岩崎知弘經典插畫展 上島史子, 松方路子策展 平裝 1

9789869597623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運用想像力 發現宇宙奧秘的天才塔米.閃-托夫(Tami Shem-Tov)作; 阿麗娜.戈爾班(Alina Gorba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7630 童.樂: 岩崎知弘經典插畫展展覽專書上島史子, 松方路子策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8473 從祈請到綻放: <>釋論 竹慶本樂仁波切(Dzogchen Ponlop Rinpoche)作; 施心慧口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332 海盜.香火.古港口: 臺南研究先驅黃典權紀念專書黃典權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40387 植有武威山茶的小屋 蕭秀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394 但我想活: 不放過5%的存活機會,黃博煒的截後人生黃博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841 野思.丁酉年 王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751 小火龍便利商店 哲也作; 水腦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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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6777 我家有個烏龜園 童嘉文.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4221 我的姊姊怎麼了? 西蒙娜.希洛羅作繪; 吳敏蘭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44245 換換書 林世仁文; 達姆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65 火龍家庭故事集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72 小火龍上學記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89 小火龍棒球隊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蔚龍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德謙讓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彈彈箏工作室



9789869549196 小火龍大賽車 哲也文; 水腦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3000 非客尋的祕密 沈小牧文; 錢茵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3017 坐車來的圖書館 黃文輝文; 林小杯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3048 狐狸金杯 謝武彰文; 蔡其典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3055 小東西 哲也文; 林小杯等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3079 別告訴愛麗絲 凱西.卡瑟迪(Cathy Cassidy)文;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086 怪傑佐羅力之亂糟糟鬧哄哄電視臺 原裕文.圖; 周姚萍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63093 蟲來沒看過 楊維晟文; 蔡其典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082 屁屁超人 林哲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075 小紅母雞 皮耶.德里(Pierre Delye)作; 瑟西兒.羽德希吉耶(Cécile Hudrisier)繪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105 怪傑佐羅力之美嬌娘與佐羅力城 原裕文.圖; 周姚萍翻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129 我想念你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周慧菁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36 我好難過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黃維明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43 我好害怕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黃維明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50 我好生氣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蔡忠琦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67 我好嫉妒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蕭富元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74 喜歡我自己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黃維明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81 我會關心別人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蕭富元譯第三版 精裝 1

9789579095198 我好擔心 康娜莉雅.史貝蔓文; 凱西.帕金森圖; 蔬菜小姐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211 圖解科學大驚奇(注音版) 學研教育出版文; 黃郁婷, 李健銓譯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095228 圖解科學大驚奇(注音版) 學研教育出版文; 黃郁婷, 李健銓譯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095235 圖解科學大驚奇(注音版) 學研教育出版文; 黃郁婷, 李健銓譯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095242 金太陽銀太陽 賴馬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259 玩具大變身: 99組情境遊戲+5款桌遊,玩出93項幼兒發展大能力袁巧玲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266 巴巴洋與魔法星: 一段看見思考力的奇幻旅程姬庫.阿達托(Kiku Adatto)作; 羅傑.波曼(Roger Bowman)繪;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273 溫美玉數學趴 溫美玉, 王智琪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280 學思達增能: 張輝誠的創新教學心法張輝誠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303 秦朝有個歪鼻子將軍 王文華文; 林廉恩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310 騎著駱駝逛大唐 王文華文; 林廉恩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327 跟著媽祖遊明朝 王文華文; 林廉恩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334 搖啊搖,搖到清朝橋 王文華文; 林廉恩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396 想念 陳致元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124 過年囉!歡喜團圓做年菜 程安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48 自己做天然果乾: 用烤箱、氣炸鍋輕鬆做59種健康蔬果乾龍童熙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55 餅乾教室.圖解教程. 1(營養、手塑、擠注)張德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62 餅乾教室.圖解教程. 2(冷凍、組合、薄脆、鹹味)張德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79 經穴歸元養生功 謝天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86 蘿拉老師的泰國家常菜 蘿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193 許師傅經典蛋糕 許正忠, 林倍加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40

橘子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107 愛上鑄鐵鍋. 3: 煎、煮、炒、炸、蒸,72道快速又好吃的STAUB和食料理今泉久美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114 田口護談待客之道:巴哈咖啡館深得人心的服務思惟與店面經營田口護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138 偉大攝影的基礎：風景 亨利.凱洛(Henry Carroll)著; 古又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145 寫給葡萄酒品飲者的生物動力法35問: 理解極致酒中風土,學習葡萄酒生命力的自然法則安東.勒皮提.德拉賓(Antoine Lepetit De La Bigne)著; 劉永智, 李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152 一個人的小鍋料理: 不需市售高湯或湯底,10分鐘就能快速搞定營養均衡又方便的50道超值小火鍋小田真規子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169 保羅的城市烘焙課 保羅.郝萊伍(Paul Hollywood)著; 松露玫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176 世界烈酒入門 喬艾爾.哈里遜(Joel Harrison), 尼爾.雷德利(Neil Ridley)著; 味道筆記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190 翻轉蛋糕!: 4種基底麵糊x別出心裁的排列手法,3步驟封存鮮果好滋味,做出30道香甜美味水果蛋糕!岡本由加子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0886 變成天鵝之後...... 王文華文; 麻三斤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081 日記起步好幫手 賴慶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21104 畫給孩子的漢字故事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04 畫給孩子的漢字故事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04 畫給孩子的漢字故事 洋洋兔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11 從小地圖走向大世界 丁丁貓童書工作室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28 字的童話故事. 自然篇 顧希佳, 李樂毅, 王曼利著; 王曉鵬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35 字的童話故事. 動物篇 顧希佳等著; 王曉鵬繪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521142 字的童話故事. 動物篇 顧希佳等著; 王曉鵬繪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521159 字的童話故事. 人物篇 顧希佳, 李樂毅, 王曼利著; 王曉鵬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66 字的童話故事. 身體篇 金波, 李樂毅, 陳琴著; 王曉鵬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73 字的童話故事. 臉部篇 金波, 李樂毅, 陳琴著; 王曉鵬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80 字的童話故事. 方位篇 金波, 李樂毅, 陳琴著; 王曉鵬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197 字的童話故事. 萬物篇 金波, 李樂毅, 陳琴著; 王曉鵬繪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0876 警長的壓箱寶: 從現代警界執法看<>鄒濬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83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四, 知青紅淚.垂暮紅漪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0890 中國婚情報告 朱曉軍, 梁春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212724 台灣的能源災難: 一本書讀懂能源謎團陳立誠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722 投資詐彈課: 識破投資騙局的五個警訊肯恩.費雪(Kenneth Fisher), 菈菈.霍夫曼斯(Lara Hoffmans)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739 投資人宣言: 建構無懼風浪的終身投資計畫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作; 黃嘉斌譯平裝 1

9789869568746 美股隊長操作秘笈: 美股生存手冊 吳瑞麟, 黎安達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寰宇

送存冊數共計：7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螢火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1766 國中考前總複習: 社會 謝承勳, 李曄, 彭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889 國中三年級. 1, 社會 薛孝妘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896 國中三年級. 2, 社會 薛孝妘, 晨曦, 彭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902 國中三年級. 1, 英文 Ignace Fe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919 國中三年級. 2, 英文 Ignace Feng作 平裝 1

9789865861926 國中考前總複習, 英文 盧克作 平裝 1

9789865861933 國中三年級.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陳鎮州, 林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940 國中三年級. 2, 自然與生活科技 陳鎮州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957 國中考前總複習: 國文 江超平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964 國中三年級: 國文 江超平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861971 國中三年級: 國文 江超平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861988 國中三年級. 1, 數學 林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61995 國中三年級. 2, 數學 齊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6851 寫生藝術 孫少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019 女學生奇譚 川瀨七緒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40 希望莊 宮部美幸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57 夏莉.福爾摩斯與血色的憂鬱 高殿圓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64 怪談: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之始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7071 甘尼米德的溫柔巨人 詹姆士.雷根(James P. Hogan)原著; 歸也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88 恩仇鎮魂曲 中山七里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095 KNOW: 量子葉少女的四日革命 野崎惑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408 白夜行 東野圭吾著; 劉姿君譯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72415 白夜行 東野圭吾著; 劉姿君譯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72439 當時的某人 東野圭吾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446 再見黑鳥 伊坂幸太郎著; 阿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2453 三鬼: 三島屋奇異百物語. 四 宮部美幸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618 臺大醫院代謝內分泌檢查工作手冊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謝內分泌科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0618 臺大醫院代謝內分泌檢查工作手冊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謝內分泌科著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臻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盧安藝術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04 校務研究高教深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林家禎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01 二0一四 空櫝.双城: 許瑜庭膠彩創作理念與風格論述許瑜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94 <>與台灣文學本土化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敏忠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809 醉眠覺夢: 呂浩元個展 [呂浩元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9635 管理寵物店必備能力 張御丞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30776 一起去比賽 陳晶晶文; 嚴凱信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30783 大樹眨眼睛 愛雪莉.安文; 陳盈帆圖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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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99835 空間資訊技術原理及其應用. 理論基礎篇趙忠明, 周天穎, 嚴泰來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築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儒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頤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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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117 異國料理 蔡萬利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917 米通信: 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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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5503 林進忠教授退休紀念書畫藝術論文集臺灣藝大書畫藝術同窗學友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541 爰居閣脞談 梁鴻志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25558 爰居閣脞談 梁鴻志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25565 爰居閣脞談 梁鴻志著 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525572 爰居閣脞談 梁鴻志著 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525589 爰居閣脞談 梁鴻志著 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581707 周昭明書跡集 周昭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069 文字源流淺說 康殷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632 有意創意糖霜餅乾 許任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49 人氣精選和風乳酪洋菓子 黃威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56 不一樣的人氣精選手工糖果 林宥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63 從菜場到餐桌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87 家用烤箱的完美烘焙術 吳政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203 TEAM20建築與規劃新人獎. 2017 樺晟集團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0573 時光足跡深層欲求: 記憶: 李國坤作品集李國坤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龍華科大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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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樺晟集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擇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868 減醣奇蹟: 真人實證1天吃20克醣,4週瘦12公斤,皮膚過敏、發炎全消失!趙喜真著; 胡椒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405 溫暖大人&孩子的50道幸福料理: 公開三千萬人氣食尚部落客的幸福餐桌郭仁阿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412 致,想成為旅遊作家的你: 從企劃、寫作、攝影、採訪、出版,韓國知名旅遊作家傳授必修5堂課蔡知亨, 朴東植, 柳禎烈作 平裝 1

9789869573429 逆轉!罹癌時代: 權威醫師傳授5大防癌對策,改善生活習慣就能降低5%罹癌機率津金昌一郎著; 鄭光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436 歐風早午餐Brunch 李松熙作; 胡椒筒翻譯 平裝 1

9789869573443 大英國小職員職場奮鬥記: 拒絕壓榨!大膽出走海外就業去張太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450 第一次沖繩親子自由行好好玩 小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67 樹德人的故事 黃文樹, 劉秀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50 寄情湖畔的情與思: 樹德科大2017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暨師生作品集黃文樹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604 屏東縣內埔鄉人物傳略 蘇全福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0723 澹廬書會會員展作品集. 第五十次 胡大智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110723 澹廬書會會員展作品集. 第五十次 胡大智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9789869110754 澹廬書會九十周年特展明宗書法藝術館邀請展連瑞芬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966 (週懂)國文指考8週 呂幸珍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455 漢語拼音: 詞語(簡體字版) 平裝 1

9789865790462 漢語拼音: 唐詩(簡體字版) 平裝 1

9789865790479 漢語拼音: 童謠(簡體字版) 平裝 1

9789865790486 漢語拼音: 順口溜(簡體字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錦繡中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樹德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德科大通識教育學院

橙實文化



9789865790493 漢語拼音: 繞口令(簡體字版) 平裝 1

9789865790509 漢語拼音: 謎語(簡體字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931 保險與再保險契約締約原則之研究 林昭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03 臺馬兩地客家地緣性社團之發展比較: 以大埔(茶陽)同鄉社團為例鍾豔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27 成為音樂教師的實習心路歷程: 七位實習生的故事呂昭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34 陶瓷構件之限位接合: 陶瓷與皮革工藝之設計創作研究張恭領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7989 寬廣的心: 打開靈性成長的空間 唐.克萊默(Donald Clymer), 雪倫.克萊默(Sharon Clymer Landis)著; 王震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023 基督徒生活信息 陳尊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030 滑入第二個童年 顧美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054 劬勞的祭司: 代禱使徒豪威爾 葛拉柏(Norman Grubb)著; 任秀妍翻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697 生命的秘密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初版 精裝 1

9789868940697 生命的秘密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146 百物解憂所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44153 奪命童謠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177 惡夢出賣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191 色誘金牌老闆 千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04 任性的禁忌情事 雨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11 百物解憂所 水曼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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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74504 三字經習字書. 壹 李秀華硬筆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6694 回不去了 王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邁吉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薄伽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禪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橄欖



9789869271523 靜坐 這一檔子事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1547 隱藏在心經背後的故事 王薀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1554 靜坐 這一檔子事: 導引功法 王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71561 這,也是金剛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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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39319 那些年,我們都不想長大 太宰治等著; 鄒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326 傾我所有去生活 蘇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340 神鬼交鋒: 有本事就來抓我呀 法蘭克.艾巴內爾(Frank Abagnale)作; 高紫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350 我一直都在你身邊 希絲卡.葛曼(Siska Goeminne)文; 黎絲克.雷蒙斯(Riske Lemmens)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1367 躲貓貓真好玩 梅.安裘麗(May Angeli)文.圖; 李毓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1374 弗拉基米爾.諾山 林暄涵主編 平裝 1

9789869471381 夢幻行旅: 薩芬娜的藝術世界 林暄涵著 平裝 1

9789869471398 微風輕拂白樺林 東歐的藝術世界 林暄涵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29 亞太菁英論壇. 2017第五屆: 創新嬰童產業與創意教學論文集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704 皇道塔羅牌 彌勒皇佛作 平裝 1

9789866752711 AI潛能真理 彌勒皇佛作 平裝 1

9789866752728 AI神通智慧人 彌勒皇佛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752735 彌勒聖道行. 四十五部曲, 精靈王國 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884 賽斯書輕導讀 王怡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7891 感覺: <>讀書會. 1 許添盛主講; 李宜懃文字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407 從心設定 馬冠中主講; 楊秀珍執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環球科大幼保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避風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薪展文化



9789570849837 倫理學與教育 R. S. Peters著; 簡成熙譯 初版 平裝 2

9789570850314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余英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321 華語文能力測驗關鍵詞彙. 高階篇 吳彰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376 遊蕩世界的幽靈: 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Francis Wheen著; 陳均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06 侯吉諒書法講堂 侯吉諒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50413 明日城市: 二十世紀城市規劃設計的思想史Peter Hall著; 吳綱立譯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451 全民基本收入: 理念與實踐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68 租界 小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75 少年巴比倫 路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82 我家小廚師的分子料理實驗室: 用洗碗機煮魚?用果凍做麵條?30道好玩又好吃的食譜!Raphaël Haumont, Thierry Marx著; 陳蓁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499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數學課本: 代數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0850505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數學課本: 代數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0850512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數學課本: 代數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0850529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數學課本: 代數 李家同著 二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0850536 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 興起、發展與崩解Leszek Kolakowski著; 馬元德, 張金言, 高銛等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850550 天才、瘋子、大字典家: 英國百年機密檔案解密,人類文明史上最龐大的英語字典編纂傳奇Simon Winchester著; 景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567 靈感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574 落日之舞: 台灣舞蹈藝術拓荒者的境遇與突破. 1920-1950徐瑋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581 汴京殘夢 黃仁宇繪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0598 下一波全球金融危機: 揭露權勢階級的大陰謀James Rickards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604 字私 張信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611 外資銀行中國業務實務系列. 6 台資銀行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著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628 是誰躲在草叢裡 鄭潔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635 看見龍山寺 許育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642 敘愛: 雖然無法給予他們完整的救助,但我們給予他們的完全的愛何日生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666 芭蕉俳文 松尾芭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673 秀姑巒溪河口漂流記: 遙遠的歸鄉路小林豊著;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680 紅色細胞 Mark Henshaw著; 徐子勤, 彭臨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697 手足風險: 當我們慢慢變老,兄弟姐妹究竟是我們的資產,還是負債?找回親情與現實的平衡點平山亮,古川雅子著; 王麗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03 緬北之戰 黃仁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710 舍我其誰:胡適. 第三部: 為學論證 1927-1932江勇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27 舍我其誰:胡適. 第四部: 國師策士 1932-1962江勇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758 光的旅程: 與諸神對話,一個大學老師的通靈紀錄凡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89 神經不神經: 神經外科醫師蔣永孝與病患一起走過的路蔣永孝口述; 林進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03143 植物生態學 周昌弘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2016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國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23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生物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30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化學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47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地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54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6

薪橋



9789869502061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英文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78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數乙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85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物理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02092 近十年指定考科試題解析, 歷史科 薪橋編輯部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78608 近十年學測、指考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78653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自然組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平裝 1

9789869578660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平裝 1

978986957867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甲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868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地理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617307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化學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332 意志で生きる命の溜り 郭振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5886 TYPOGRAPHY字誌. Issue03 Graphic社編輯部等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050 麥克波羅伊功能性訓練聖經 麥克.波羅伊(Michael Boyle)著; 林淑鈴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2356067 橫渡孟加拉灣:浪濤上流轉的移民與財富,南亞‧東南亞五百年史蘇尼爾.阿姆瑞斯(Sunil S. Amrith)著; 堯嘉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173 色度 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著; 施昀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265 幽影王冠. 2, 血王座 凱德兒.布雷克(Kendare Blake)著; 林欣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272 終極轄區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作; 王瑞徽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6289 伊拉克的罌粟花 布莉吉特.范達克利(BRIGITTE FINDAKLY), 路易斯.通代(LEWIS TRONDHEIM)著; 陳文瑤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296 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 9個國家X 4萬公里,一位人權律師的溯源紀實狄恩.賽康(Dean Cycon)著; 林詠心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302 韋瓦第效應:你的人生是不是被貼了標籤?別讓刻板印象框住,普林斯頓大學必讀心理學講義克勞德.史提爾(Cloude Steele)著; 顏湘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319 演算法圖鑑:26種演算法+7種資料結構,人工智慧、數據分析、邏輯思考的原理和應用全圖解石田保輝, 宮崎修一著; 陳彩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326 決勝女王 茉莉.布魯(Molly Bloom)著; 林欣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333 完美的一年 夏洛蒂.盧卡斯(Charlotte Lucas)著; 劉于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340 報導的技藝: <>首席主筆教你寫出兼具縱深與情感,引發高關注度的優質報導威廉.布隆代爾(William E. Blundell)著; 洪慧芳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357 是湊巧還是機率?: 巧合背後的數學與迷思約瑟夫.馬祖爾(Joseph Mazur)著; 王秋月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364 少女椿 丸尾末廣作; 黃鴻硯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6371 荒謬生活的可能解答 海倫.菲利浦斯(Helen Philips)著; 謝佩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388 愚昧者:為什麼我們會自我欺騙?從演化邏輯和心理學透視人類欺騙的科學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著; 王年愷, 林志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395 我和母親之間: 一齣漫畫劇 艾莉森.貝克德爾(Alison Bechdel)著; 劉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401 歡樂之家: 一場家庭悲喜劇 艾莉森.貝克德爾(Alison Bechdel)著; 葉佳怡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425 TYPOGRAPHY字誌. Issue04, 手寫字的魅力Graphic社編輯部, 臉譜出版編輯部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487 到世界頂尖實驗室CERN上粒子物理課: 現場直擊.彩色圖解,科學家教你看懂未來科研及太空探索的新物理寶琳.甘儂(Pauline Gagnon)著; 張宛雯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聯藝攝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鴻儒堂



9789869399517 聯藝攝影年鑑. 2018年 劉信宏編輯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920 88歲獨居宣言 聶光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6233 再嫁入龍門 孟袖畫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240 再嫁入龍門 孟袖畫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257 再嫁入龍門 孟袖畫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264 一瓢妻 淺草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271 錦繡貴女 陸君柔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288 錦繡貴女 陸君柔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295 錦繡貴女 陸君柔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301 錦繡貴女 陸君柔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318 藥田小姑娘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325 閨門喜事 紫月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6332 閨門喜事 紫月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6349 待嫁閨中-嫡妻風華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356 待嫁閨中-嫡妻風華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363 待嫁閨中-嫡妻風華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370 待嫁閨中-嫡妻風華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387 待嫁閨中-嫡妻風華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6394 待嫁閨中-嫡妻風華 上官錦洛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6400 美人馭夫 檀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417 美人馭夫 檀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424 美人馭夫 檀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431 美人馭夫 檀溪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448 杏林嫡女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455 侯府寵姑娘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462 侯府寵姑娘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479 侯府寵姑娘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486 侯府寵姑娘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493 妻如至寶 安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6509 妻如至寶 安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6516 嬌娘別翻臉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523 福娃娘子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530 縣主請自重 玉袖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547 縣主請自重 玉袖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554 縣主請自重 玉袖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561 唯妻是寵 雨林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9789864656578 藥香閨秀 鳴風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585 藥香閨秀 鳴風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592 藥香閨秀 鳴風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3710 亮麗肯定的歷程 黃清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757 大甲鎮瀾宮現存清代水陸法會掛軸研究黃敦厚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1888 越界 內勒.拉森著; 張玄竺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50899 總裁的廢柴甜妻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2367 拒嫁床夫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3753 逆臣,本宮不從 弱水千流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3777 逆臣,本宮不從 弱水千流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3760 逆臣,本宮不從 弱水千流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4002 老闆氣呼呼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019 貶妻為妾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18 送婚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56 賴帳嬌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63 協議婚約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170 午夜人妻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200 分居交易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217 終生妻約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385 買婚條件 宛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392 嫁夫隨夫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408 一夫兩用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415 一夫兩用 趙岷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422 帶上將軍好種田 空煜錦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439 帶上將軍好種田 空煜錦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446 穿越之錦繡榮華 殊默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460 穿越之錦繡榮華 殊默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453 穿越之錦繡榮華 殊默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謳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襪子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37

璿富企業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饒文化



9789863954491 公子可有婚配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491 公子可有婚配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21 病秧娘子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38 縣太爺的寵妻日常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45 先婚後愛 石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52 撩夫 七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69 誓不為妾 朱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76 完美床夫 喬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590 世子妃很兇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606 獨寵下堂妻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613 男神逼婚 桔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620 婚後千千夜 倪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637 紈褲求愛記 零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729 帶著縫紉機回古代 言囈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750 帶著縫紉機回古代 言囈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743 帶著縫紉機回古代 言囈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3954736 將門商妻 荀草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954767 將門商妻 荀草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54774 腹黑相公的童養媳 朱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781 榻上藏嬌 金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54798 撲倒酷男做老公 青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00305 素質教育普及學習行書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12 素質教育普及學習草書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29 素質教育普及學習硬筆書法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36 素質教育普及學習楷書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43 素質教育普及學習篆書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50 素質教育普及小品知識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67 素質教育普及雜技知識指南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74 世界之旅: 跟我一起看世界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81 另類生物: 微生物的世界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398 地球資源: 大自然的餽贈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04 科學百態: 科學知識大課堂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11 氣象常識: 天氣知識百寶箱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28 海洋世界: 蔚藍色的星球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59 地球密碼: 與地球親密接觸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66 宇宙世界: 走進太空世紀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73 走遍天下: 世界地理百科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80 花花世界: 走入花卉的世界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497 恐龍王國: 生存與滅絕之謎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03 海洋之最: 海洋中的世界紀錄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43

麗文文化



9789864900527 動物兇猛: 走進野生動物的神秘世界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34 植物莊園: 植物世界大觀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41 植物王國: 令人驚歎的植物世界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58 森林王國: 最迷人的野生動物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65 科學遊戲: 神秘科學"玩"出來 馬金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72 動物樂園: 帶你認識百科動物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89 植物天堂: 地球植物大盤點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596 遨遊宇宙: 到太空去旅行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19 世界之最: 令人驚奇的紀錄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26 地球之最: 領略顛峰之美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33 地球奇觀: 神秘的地球之旅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40 冒險之旅: 有趣的世界地理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57 科學巨人: 走在科學的最前沿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64 海洋生物: 奇異的生存之道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71 海洋探寶: 海底寶藏大追蹤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88 趣味科學: 奇思妙想大本營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695 大千世界: 萬物大博覽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01 宇宙探索: 走向廣袤的太空深處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18 自然奧秘: 深入解讀大自然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32 科學探秘: 不一樣的科學探索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63 海洋奧秘: 走進神秘的海洋世界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70 神祕地球: 未知的角落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87 動物奇聞: 解讀動物的肢體語言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94 謎團解密: 地球生物大探索 潘秀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17 科技發展五十年: 探索動物世界的奧秘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24 科技發展五十年: 低碳新生活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31 科技發展五十年: 考古探索新思路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48 科技發展五十年: 波瀾壯闊的史前世界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49 科技發展五十年: 城市科學新發展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62 科技發展五十年: 昆蟲世界新發現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79 科技發展五十年: 地球探索新規劃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86 科技發展五十年: 生物科學的腳印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893 科技發展五十年: 科學家的使命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09 科技發展五十年: 漫遊數學天地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16 科技發展五十年: 邁向航空、航天新紀元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23 科技發展五十年: 外星生命探秘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30 科技發展五十年: 認識我們的生態家園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54 老子哲學與生活 張育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61 科技發展五十年: 開啟新時代的計算機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78 科技發展五十年: 植物世界新探索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85 科技發展五十年: 變化多端的氣象世界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992 科技發展五十年: 軍事常識小百科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05 科技發展五十年: 材料科學大探秘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12 科技發展五十年: 認識智能機器人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29 科技發展五十年: 遙望地外星球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36 科技發展五十年: 汽車發展新時代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43 科技發展五十年: 安全教育新起點 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50 科技發展五十年: 災害防禦科技常識趙海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67 大武山野.鹽埔詩集 李幸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81 經學守舊考: 以清儒所建構之經學守舊現象為探討核心姜龍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600 刑警教父 林慶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837 排寒去濕瘦更快!暖身薑料理 小曹, 樂活廚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161 好想跟著死一遍 並木伸一郎著; 楊哲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45 可愛趣味表情便當 kokoronotane。yasuyoy作; 顏妤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52 超澎拜口袋三明治 田村蕾作; 顏妤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69 格林血色童話: 幽暗顛狂的幻滅樂園桐生操作; 劉格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76 犯罪心理檔案. 第三季: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兇案全記錄剛雪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83 打造成功有型的一流男人味 五味常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090 一吃就上癮!美味秒殺肉料理 高木HATSU江作; 大庭英子監修; 顏妤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605 圖說百詭夜行: 地獄、妖界、異次元 世界詭秘異境繪卷山口敏太郎作; 楊哲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612 素西餐: 名店主廚的五星級美味蔬食料理杜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629 一天五分鐘!世界第一簡單生髮術 辻敦哉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650 抗癌常備菜: 天天吃,戰勝癌細胞 劉金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667 減糖控醣 糖尿病絕對有效 向紅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674 不用縫、超簡單: 和風方巾包出可揹可提萬用手作包繪虹生活小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267 愛上好玩的立體造形卡片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74 柚子的生活雜貨改造日記 柚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8019 靈性、鬥魂: 羅廣維雕塑展 東念瑀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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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羅美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69

送存冊數共計：69

鏡文學



9789863940258 生物科技成功奠基: 生命科學領域之文獻檢索、管理與應用、口頭與書面發表黃顯宗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081 京都畫記 蔡莉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104 人間的零件: 一個畫家的收藏 謝里法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401 期貨當沖現場 陳志中[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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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560611 夏沂汾的柴燒陶藝 Evan Shaw, 馮明珠文字撰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245 開始健身前的基礎核心訓練(圖解) 中村勝美作 平裝 1

9789869416238 貓咪研究室: 第一本讓喵星人愛上你的圖文書,從行為、表情、叫聲秒懂貓情緒,輕鬆擄獲貓咪心!三才Books編輯部著; 趙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252 優雅法式刺繡書 柳聖雅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269 你只是不懂他的心 面對失智者的零距離溝通術右馬埜節子著 平裝 1

9789869416276 潮人風行!365天の平價時尚穿搭術. 2, 日本超人氣部落客,帶妳用Uniqlo、GU無印良品穿出時尚新態度!noriko著; 業明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283 天然無毒!自己做香氛蠟磚: 第一本不需點火的創意蠟磚,居家裝飾x節慶派對都適用!Candle Studio代官山著; 鄭睿芝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6290 抓毒博士教你聰明過無毒生活: 45個選購日用品、自製天然配方的安心指南林碧霞著 平裝 1

9789869542401 實用可愛動物系羊毛氈口金包 伊の屋Itou Noriko著; 鄭睿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418 京都通の旅遊首選: 在地達人破解50個京都玩樂重點,教你不走錯路、不白花錢,就算第一次出遊也能變行家!柏井壽著; 葉明明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075 母愛創傷: 走出缺乏母愛的陰影,給受傷女兒的人生修復書蘇珊.佛沃(Susan Forward), 唐娜.費瑟(Donna Frazier)著; 葉佳怡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82 小小小生活: 袖珍,貓,致消逝的年代與記憶西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099 療癒26顆破碎的心: 怡慧老師的閱讀課宋怡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05 樹上的時光 韓奈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12 為什麼痛?: 哈佛疼痛專科醫師與你一起面對這場孤獨的戰役阿尼什.辛格拉(Aneesh Singla)作; 楊語芸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蘋果屋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西心靈教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吉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證期滙工作室



9789864061143 若你委屈自己,任誰都能刻薄你: 小資世代突破盲腸的30個人生亮點黃大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983 玫瑰色鬼室友. 卷一, 異形之友 林賾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6990 鱗之盡 米米爾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73801 門主很忙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573818 除魔派對. vol.1: 除污社開工大吉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517 珍愛夢公園 夏儂.海兒(Shannon Hale)著; 柯乃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831 白夜: 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費奧多爾.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著; 丘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848 白夜: 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費奧多爾.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著; 丘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231855 我倆並非無故相逢: 俄羅斯情詩選 普希金(A. S. Pushkin)等著; 歐茵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1862 假如生命欺騙了你: 俄羅斯哲詩選 普希金(A. S. Pushkin)等著; 歐茵西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613 蘭陽學報. 第十六期 陳武強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28370 有名人物無名氏: 阮義忠經典攝影集阮義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3951 就是這本海洋法體系+解題書 許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5550 這是一本刑法關鍵實務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5574 這是一本社會學解題書 沙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35598 都市更新不能說的秘密: 都市更新糾紛實務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2333 湖濱大飯店 飲馬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2364 這是一本心理學解題書 水痕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9137 證券交易法體系建構 希言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9144 這是一本警察刑法解題書 謝安, 周易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攝影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蘭陽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魔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魔酒



9789869519168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植憲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9175 就是這本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阿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19182 裹屍布 祝融婕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9199 這是一本高考行政法解題書 周凌, 周董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48809 這是一本高考刑法解題書 周易, 賴彥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8816 這是一本公務員法解題書 甘興霸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48823 刑法SOP. 分則篇 音果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8830 都市更新師/都市更新顧問師高階考試速成法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8847 止戈 YANG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8861 就是這本智慧財產法體系+解題書 張律師, 韋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8878 羅文國考公民最新歷屆試題詳解 羅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48885 幸福.完勝: Sandy Chen老師與16位新娘教你如何掌握婚禮大小事Sandy Chen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013 藍星沙的社會學 藍星沙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020 這是一本行政法選擇題 甘興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037 這是一本警察法規選擇題 謝安, 小約翰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632 開口笑: 絕對是最經典的笑話王 審桂仁編著 初版二刷其他 1

9789864530649 我是,(喇低賽專用)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初版二刷其他 1

9789864530656 談判與溝通 讀品企研所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9088 素顏革命 陳美齡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409095 瘋胸365問 莊家榮著 平裝 2

9789868893344 變美,做對一次不如一次做對 林立荃作 平裝 2

9789869251617 細胞優化關鍵密碼: 重新定義年輕 威廉.安澤列格(Willlam Amzallag)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8409026 臺灣麻將必勝戰法 獨孤求敗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8409040 無印良女 陳美齡著 平裝 2

9789868409057 醫師教妳吃出健康美麗 朱志凱作 平裝 2

9789868409064 靚眼: 讓你更亮眼 張朝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2255 雙邪耳 王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293 堆疊幸福的親子餐桌: 幼兒飲食專家帶你做出50道營養滿分的健康料理陳珮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23 東方魔法航路指南 豎旗海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30 逐日騎士 言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47 逆轉 朱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54 成人的童話與魔鬼的神話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5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體面文化



9789864452361 花束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78 鐘樓應該有怪人: 我的歐亞紀行 王基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85 豆沙包的想念 王基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392 自行車上的中國壯遊: 一位韓國企業家的深度文化觀察洪銀澤著; 林侑毅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08 麒麟墜 沈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15 恆星的安魂曲 林家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22 親愛的,我把普羅旺斯帶回家了!: 從居家空間、料理食材、生活美學,無時差實踐南法美好小日子陸家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39 源起山海圖經: 金車奇幻小說獎傑作選瀟湘神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46 夢的處理廠 值言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53 神偷與大盜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53 放手後,教育才開始精彩: 陪讀以外的在家教育生活樣貌張碧如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801 以問題解決導向與合作學習為基礎之不同汽車診斷模式. 維修原理與工具篇賴柔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9818 以問題解決導向與合作學習為基礎之不同汽車診斷模式. 系統原理與實作篇賴柔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9825 以問題解決導向與合作學習為基礎之不同汽車診斷模式. 移動與遠端診斷篇賴柔雨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802 觀顒堂年刊 王若庭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116 北與南 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著; 陳宗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069 藥王說形因果真經(註解本)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13076 無極寶訓 [鸞友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單位總數：132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鸚鵡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鸞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錦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觀顒堂服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鑫富樂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