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105 勇往職前: 出發!做個麵包職人! 林振龍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606 心宇藝識 李瑋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018 居間的維度 曲德義個展 双方藝廊股份有限公司作 精裝 1

9789869483025 旋轉世界的靜止點: 陳萬仁個展 双方藝廊股份有限公司作;

李于一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746 刷牙小小兵勇闖蛀牙王國 李昭乙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65802 我看到的字怎麼都在跳舞? 漢克.林斯肯斯(Henk Linskens)編著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766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類比模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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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354204 SuperABC新編英漢圖解字典(點讀版)蔡嘉琳等執行編輯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104 吃電怪獸在我家 黃香甄, 王韻筑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象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双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双方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美生活文創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8-07-04)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70401~10706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30TRUST魏氏兄弟公益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68當代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DOMI綠然能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Falcon Books Publishing



9789869492539 the covert side of initiation author Virgil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1408 卑鄙的聖人: 曹操 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78 卑鄙的聖人: 曹操. 2, 鎮壓黃巾起義理想破滅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85 卑鄙的聖人: 曹操. 3, 起兵征討董卓雄心暗起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092 卑鄙的聖人: 曹操. 4, 挾天子以令諸侯獨攬大權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21 五行塔事件 時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45 從沒停止過的思念 黃榮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76 昨天的雲: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1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83 怒目少年: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2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290 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3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06 文學江湖: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四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13 膚色的時光 零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13 膚色的時光 零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13 膚色的時光 零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44 速求共眠: 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閻連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51 檔案: 一部個人史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著; 侯嘉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68 彼岸 魯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405 在困境與危機中做決策: 學術、政治與領導的糾葛黃榮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800 From 體姿美儀 to 身心靈療癒 胡翡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58 金貝小鼓手. 幼苗篇(一) 趙偉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305 Blue prometheus by Ned Marcus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7527 看見真善美: RGB攝影2018作品集.收錄荷花專輯陳賜杰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Orange Lo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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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7

Jadehu International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RGB數位攝影研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83979 平民股神蘇松泙. 3, 不蝕本投資至高境界蘇松泙, 陳淑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062 人人都能學會活用Excel做投資全圖解<>真.投資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079 騰訊產品法 李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086 巴菲特的第一桶金: 少年股神快速致富的22筆投資葛倫.雅諾德(Glen Arnold)著; 蕭美惠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601 人人都能學會存成長股全圖解 《Smart智富》真.投資研究室著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414 The Life's Sugar: Happy One Year AnniversaryJ Angel De Valle Serrano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1421 The Life's Sugar: Summer Vacation In ValenciaFiona K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1476 I love you in different languages Fiona K[作] 其他 1

9789869511483 The Life's Sugar: My Sweet Angel Fiona K[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9511490 The Life's Sugar: My Sweet Teddy BearFiona K[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9646703 Coach F The Finger: Travel HashtagsFiona K[作]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606 日本威士忌全書: 崛起中的威士忌品牌、傳奇蒸餾廠與品飲及投資指南史帝芬.范.艾肯(Stefan Van Eychen)著; 謝博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0613 比特幣投資全書: 專家教你加密貨幣買賣Step by Step黃泰為, 區塊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620 MAC超密技!省時省力的Apple工作術蘋果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609 環境毒害: 九週排毒計畫,終結生活毒害約瑟夫.皮佐諾(Joseph Pizzorno)著; 廖世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61 正念父母: 用正念培養親子間的美好連結安珀.赫區(Amber Hatch)著; 許淑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78 占星魔法: 用星星的能量,助你心想事成艾絲黛兒.丹尼爾斯(Estelle Daniels)著; 許晉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692 女神&薩滿: 自我啟蒙的神性之路 Marvi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02 呼風喚雨之英雄崛起 詹姆士.瑪胡(James Mahu)著; 李宇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19 女神的召喚: 女神戰士手冊. 2 海德艾許.亞瑪拉(HeatherAsh Amara)著; 溫璧錞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5526 向原力覺醒: 用意識創造,取代行動創造蒂娜.路易絲.司帕爾汀(Tina Louise Spalding)著; 魏佳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40 讓孩子們吃土: 拯救你的孩子,遠離過度消毒殺菌的環境B.布雷特.芬雷(B. Brett Finlay), 瑪莉克萊兒.阿里耶塔(Marie-Claire Arrieta)著; 游懿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57 天使行: 天使隨侍在側,無懼靈魂暗夜香緹爾.黎賽特(Chantel Lysette)著; 陶張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64 有想才有得: 一流人士的商業武器渡邊愛子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71 流浪者手冊. Book II: 就此出發,活出奉獻人類的一生卡拉.魯科特(Carla Lisbeth Rueckert)著; 徐國振, 鄭維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588 我不愛貓: 但貓教我學會愛 安德魯.布魯費爾(Ardrew Bloomfield)著; 楊孟華, 謝雅文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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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甘露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Warm Honour Hot Chocolate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心文化

Smart智富文化



9789869612203 法定佛偈文集錦 釋法定編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308 上善若水 一里亭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070 北歐犯罪學趨勢及其刑事政策 許華孚, 劉育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0900 竹板響嘩楞: 說唱成語故事 陳永忠原著; 林文彬編修 初版 其他 1

9789579870917 竹板響嘩楞: 說唱成語故事 陳永忠原著; 林文彬編修 初版二刷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645 圖解隨心所欲操控人心的「男女暗黑心理學」: 夠壞更討人愛,相處就要耍手段!以心理學作武器,再也不用委屈,輕鬆擺平任何人齊藤勇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52 Daya一筆一筆旅行插畫: 跟著Daya一起探索世界,畫出風格獨具的動人插畫張大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753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48, 臺灣時期1994-1995林榮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904777 一貫道藏. 聖典之部. 49, 國外聖訓1987-1997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296 書道禪心: 一德一諦書法聯展作品集一德書會, 一諦書會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0781 詹金水畫集. 2017: 清淨山水 詹金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7795 蔡政維作品集. 2017 蔡政維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貫義理編輯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德書會一諦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一起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里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十九度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十九度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9844 蜀洪遊記. 第十一集, 寧夏之旅 蜀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10532 紐約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海外版編輯部作; 賴惠鈴翻譯修訂第三版平裝 1

9789864611034 沖繩小伴旅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洪禎韓翻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611287 享受吧!東京近郊小旅行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87 享受吧!東京近郊小旅行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94 親子遊關東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 甘為治,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294 親子遊關東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許懷文, 甘為治,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00 京都魔界探訪 藏田敏明監修; 曾柏穎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00 京都魔界探訪 藏田敏明監修; 曾柏穎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17 東京夜貓子指南 福井麻衣子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17 東京夜貓子指南 福井麻衣子作; 張雲清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24 唐詩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編選原版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1324 唐詩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編選原版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1331 宋詞三百首 (清)朱祖謀編選原版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1331 宋詞三百首 (清)朱祖謀編選原版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611348 日本騎跡: 青森自行車之旅 八重洲出版作; 張雲清, 洪禎韓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55 台灣蒸氣火車百科 蘇昭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55 台灣蒸氣火車百科 蘇昭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62 富士山 富士五湖.富士宮 MAPPLE昭文社編輯部作; 陳冠貴, 許芳瑋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86 日本絕景之旅 K&B Publishers作; 甘為治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393 日本神社與寺院之旅 K&B Publishers作; 許懷文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09 台灣鐵路車站大觀: 典藏你我共有的鄉愁記憶蘇昭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739 神經超音波 胡漢華主編; 許弘毅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7364746 高級神經救命術 台灣神經學學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11428 彩繪旅行輕素描 凜小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442 全世界最賺錢的公司,憑什麼獲利?: 新手老闆第一年就爽賺!商品販賣、消費者心理學、商業模式、企業經營,看了再上!卡登那創意團隊, 朱容徵, 葉冰婷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527 色色der淫亂世界史 王聰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541 談判勝經: 從業務、採購議價、企畫提案、簽約、進度交涉到求職面試,55個神級溝通技巧!不懂談判,你就等著被KO!八方出版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21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八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人



9789863811565 水筆字畫練習帖 張喬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572 芳香療法應用百科 丹尼爾.費絲緹著; 王爰懿, 李雅媚譯修訂初版精裝 1

9789863811589 夫妻來點負能量 朵琳出版編輯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11602 救救我的壞脾氣: 80個情緒表達練習,反轉你的負能量,找回自在好心情!八方出版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19 拜託,韓國人!: 莎拉嘿唷!FION的毒舌觀察日記FION文.攝影; NING'S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40 愛不釋手!甜點立體造型手工皂 小坂由貴子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40 愛不釋手!甜點立體造型手工皂 小坂由貴子著; 張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11671 神準表達的技術: 摘要力X圖像力,簡報提案、溝通協商,再複雜的事也能說清楚、講明白!本間正人, 浮島由美子, 葛蘭姆.蕭歐著; 黃雅慧, 王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693 飯水分離健康奇蹟 羽田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198462 夢裡尋夢 郭鴻韻作 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5553 TED沒教的經營管理課: 6大領導救生圈張平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33504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351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665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6666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667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668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696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6970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698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699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692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6932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6949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687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0冊 1

978986483688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1冊 1

978986483689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2冊 1

9789864836420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6437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660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3661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3662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八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十字星球文創社



978986483663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3671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672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673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674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657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3658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36819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6826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6833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6840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7137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714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7021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7038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7045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6765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6772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6789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6796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718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7199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709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710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711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6468 大主宰 天蠶土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83737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3738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37397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3716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717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6246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7403 修仙強少 唐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7205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721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722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723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7052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7069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7076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632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743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744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6499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6505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6512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6536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6543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6550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7816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7823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7250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7267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7809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7298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7304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7281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7311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795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7328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7335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7342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7366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7588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7595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7601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745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7465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807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8080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747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3748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483828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483829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4838301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4838318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4837496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7502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7519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7526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8097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8103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7533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7540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7557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7564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7571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7618 劍神 黑暗火龍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4837625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7632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7649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7656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7663 龍紋戰神 蘇月夕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7717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7670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7687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7694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7700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7724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7731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7748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7755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7762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7779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778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779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7830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4837847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3785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786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897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897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897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898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8998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900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787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7885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789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7908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791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3冊 1

978986483792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4冊 1

978986483793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5冊 1

978986483794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6冊 1

978986483885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7冊 1

9789864838868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8冊 1

978986483887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9冊 1

978986483888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0冊 1

978986483796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797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798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799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8004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4838011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4838028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4838813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4838820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4838837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38844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3803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8042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805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806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877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878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879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880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811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4838127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483813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3814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3871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3872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3873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3874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4838158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8165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8172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8189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8196 全能修練至尊 藍領笑笑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820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8219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8226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8233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8240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8257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8264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8271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3832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833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834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835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8363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8370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8387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839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8400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8417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8424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83893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38943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838950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8967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843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8448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4838455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483846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8479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38486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8493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8509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8516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9513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952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953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8523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853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854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9094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910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9117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9490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9506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855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856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8578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38585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859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0295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030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0318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0325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860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8615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8622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38639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8646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8653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8660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554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561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0578 無敵覺醒 燉肉大鍋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8677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8684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8691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8707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38752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8769 少年龍帝 祝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889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4838905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4838912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4838929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4839926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4839933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4839940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39957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839964 八荒劍神 雲淚天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864839018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9025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9032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39049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0080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0097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0103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0110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0127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905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906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907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908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9124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4839131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839148 九陽絕神 傲蒼穹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4839155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4839162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39698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4839704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4839711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39728 諸天紀 莊畢凡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4839179 絕世紈褲 司馬聖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919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483920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977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978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483979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483980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483981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4839216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9223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3923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0240 仙法無天 平凡心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9247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483925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9643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9650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4839667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4839674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968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4839261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040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483927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3928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059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060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4839292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9308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9568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9575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9582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9315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9322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9339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9544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9551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9346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4839353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0530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0547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483936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83937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036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0370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038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0394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938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39391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39407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39414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448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455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046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047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8923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7127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7128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7129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417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424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043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2606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39421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839438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39445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38580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39452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39469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39476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39483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3959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4839605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4839612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4839629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39636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4839742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9759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9766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39827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839834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83984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839858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39865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8071001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1018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1025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1032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483997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483998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483999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001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002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081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082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083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084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003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07004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07005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807006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807007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807132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807133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807134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57807135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578070134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0141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0158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0165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172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189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0196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0202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0219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0226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233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257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0264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027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0288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74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752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0769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0776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0332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0349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0356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143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1445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0486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8070493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130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1315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050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1冊 1

978957807051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2冊 1

978957807052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3冊 1

978957807104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4冊 1

978957807105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5冊 1



9789578071063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6冊 1

9789578070615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0622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0639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0646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0653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0660 作死系統 莫愚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0677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0684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069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070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0714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0721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0738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0790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0806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0783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0851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086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087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0882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0899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090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0912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0929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0936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0943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0950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096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07097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098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0998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107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1087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1094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1100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1117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1124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071131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071148 仙界歸來 靜夜寄思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071162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117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118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1193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1209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1537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8071544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8071223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1230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121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1247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1254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1261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1278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128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129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136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1377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1384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139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1452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1469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1476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1483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1490 基因武道 月中陰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1506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1513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1520 主宰之王 六月十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1551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1568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1575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1582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1599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1605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1612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1629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1636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1643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1650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1667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1674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1681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1698 白銀霸主 醉虎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1728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1735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1742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640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2657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2664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2671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1704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1711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1759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1766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1773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2817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1797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1803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1810 太古星辰訣 陸摇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184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807185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186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2688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2695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2701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1872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1889 妙醫仙緣 三少爺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807189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190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2602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8072619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8072626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8072633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8071919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1926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071933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07194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07348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07349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073500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073517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071957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7冊 1

9789578071964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8冊 1

9789578071971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49冊 1

9789578072565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0冊 1

9789578072572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1冊 1

9789578072589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2冊 1

9789578072596 帝霸 厭筆蕭生作 初版 平裝 第153冊 1

978957807198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1995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2008 重生藥王 賊公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2022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2039 神武帝尊 秦木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2046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2053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2060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077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3159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3166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3173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208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2824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2831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2848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2091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807210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807211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8073203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8073210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8073227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3234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2121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072138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8072145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807215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807346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8073470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8072169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217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2183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190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3241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3258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3265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3272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220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2213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2961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2978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2985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2992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3432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3449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3456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220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2237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2244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2251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3425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226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578072275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578072282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57807229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578073319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578073326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578073333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578073340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578073357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3364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3371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30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231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32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233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3289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3296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807330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2343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8072350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8072367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8072374 龍脈武神 禪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8072886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2893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2909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8072916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2381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2398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2404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2879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241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807242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8072534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8072541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8072558 靈劍尊 雲天空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8072435 生死丹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8072442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2459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2466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2473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2480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2497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2503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2510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2527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4149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4156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2718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2725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2732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2749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4132 我是大玩家 會說話的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2756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2763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2770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2855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807286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8074507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8073005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012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029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036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043 塵骨 林如淵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050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067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074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081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098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104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111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128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135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142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920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3937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3944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3951 無上丹帝 大狗熊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3388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3395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3401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3418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4484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4491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3524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3531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8074460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8074477 與女帝同行 袖裡箭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3548 絕品太上皇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555 絕品太上皇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562 絕品太上皇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579 絕品太上皇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586 絕品太上皇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593 凌天至尊 莊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609 凌天至尊 莊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616 凌天至尊 莊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623 凌天至尊 莊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630 凌天至尊 莊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647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654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661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678 神御九天 網絡黑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692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708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715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722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739 魔天 狂奔的蝸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746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073753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073760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8073777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8073784 谷神訣 安山狐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807379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3807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3814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8073821 絕世天君 神邦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3845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3852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3869 蒼穹之上 石川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3883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3890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3906 狂武戰帝 被罰站的豆豆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3968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8073975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8073982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8073999 偷天換日 蒼天白鶴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8074002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4019 逐神 蔡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4057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8074064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8074040 吞天主宰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8074088 龍劍天尊 偏旁部首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4095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8074101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4118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4125 神武戰王 張牧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4200 太監武帝 沉默的糕點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224 凌天至尊 庄十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231 絕品太上皇 天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8074248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8074262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8074279 全能巫醫 五志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8074330 武神主宰 紫皇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8074354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8074361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8074378 萬道劍尊 打死都要錢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807439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4408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4415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4422 廢土崛起 寶石貓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4439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8074446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4453 萬界邪王 勝己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4514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074521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074538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074545 武逆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8074552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8074569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8074576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8074583 絕世戰魂 極品妖孽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8074590 神門 薪意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8074606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8074613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8074620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8074637 極品小神醫 EX咖哩棒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8074644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578074651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578074668 萬道獨尊 魂聖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578074675 丹道宗師 只是小蝦米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8074682 神武天域 七月火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81

送存冊數共計：766

人乘佛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4417 慚愧僧文集. 第九集 釋大願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6427 自己可以定義人生的輸贏 亞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434 開解 亞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441 我不願將就這個功利的世界 南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458 你只是不會表達 魯西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6465 歡迎來到擺渡人談心室 朱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932 不接地氣: 巴黎台北兩地食記 楊子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700 養豬人的動物福利秘笈 羅玲玲文字; 羅傳樵故事設計; 彩虹軒設計整合行銷圖片繪製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4679 哈瓦那超級市場 李宏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170 無望的堅定: 閱讀雙雪濤 徐秀慧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187 如何民族 怎樣國家(簡體字版) 高士明, 賀照田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4194 作為人間事件的社會主義改造(簡體字版)賀照田, 高士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207 重認中國: 台灣人身分問題的出路鄭鴻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5335 紅樓夢第五元素 中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746 佛光山: 我們的報告. 2016-2017 妙開法師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九逵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皖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間



9789869382229 創藝: 圓光普照 諦願輝耀: 慶祝諦願寺大雄寶殿啟用聖像開光大典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82236 法化十方: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82243 紹隆佛種: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82250 藝通於道: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82267 圓諦妙法: 圓光普照 縱橫三十: 慶祝敬定工人晉山圓照寺三十週年特輯釋融德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556 倫敦的生與死: 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班.朱達(Ben Judah)著; 陳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570 地下紐約: 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蘇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著; 黃意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0594 穆罕默德: 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 黃楷君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020 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 本村凌二著; 廖怡錚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037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 森安孝夫著; 張雅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044 思考的演算: 跟著電腦學思考,你也可以成為計算思考大師保羅.科松(Paul Curzon), 彼德.馬克歐文(Peter W. McOwan)作; 謝雯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051 1919: 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著; 吳潤璿譯平裝 1

9789578654068 中東心臟: 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宗教、歷史與未來凱倫.伊利特.豪斯(Karen Elliot House)著; 梁文傑翻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075 敗戰的勇者: 光榮與悲壯的二戰故事松田孝宏, 內田弘樹著; 趙翊達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082 洋風和魂: 日本如何在戰後歷史與文化交流中保存了美國時尚風格大衛.馬克思(W. David Marx)著; 吳緯疆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099 歷史課的攻防戰: 成為全新歷史公民的韓國經驗金正仁著; 邱麟翔, 陳聖薇譯 平裝 1

9789578654105 中國變奏曲: 一個旅行作家的中國二十年梅英東(Michael Meyer)著; 廖素珊譯 平裝 1

9789578654112 經與史: 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劉仲敬著 平裝 1

9789578654150 看見南亞: 從孟加拉、印度,到巴基斯坦,台灣人在亞洲次大陸的發現之旅林汝羽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939 建築國家考試. 101-105: 建築環境控制題型整理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39408 穿靴子的貓 夏爾.佩羅原著; Dankerleroux圖; 金志修文其他 1

9789864139415 布萊梅樂隊 Dankerleroux圖; 金志修文 其他 1

9789864139439 睡美人 夏爾.佩羅原著; Coralie Vallageas圖; 金志修文其他 1

9789864139446 灰姑娘 夏爾.佩羅原著; Lilidoll圖; 車寶金文 其他 1

9789864139453 來玩色彩遊戲 林鮮庚文, 圖 其他 1

9789864139460 來玩跳繩吧 林鮮庚作 其他 1

9789864139477 來玩躲貓貓 林鮮庚作 其他 1

9789864139422 伊索寓言 Philippe Jalbert文; 車寶金文 其他 1

9789864139484 嫦娥奔月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輯; 劉曉娣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9491 123捉迷藏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輯; 小比工作室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9507 天氣多變化 向日葵工作室文; 金振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514 那麼,我們一起上學嗎？ 李敏煛作; 裵賢珠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類



9789864139538 恐龍大秘密 向日葵工作室文; 金珍京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545 植物好奧妙 向日葵工作室文; 金珍京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552 汽車大百科 敖啟恩, 康晏棋, 楊克作 修訂再版精裝 1

9789864139569 海洋真神祕 向日葵工作室文; 金鎮浩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33768 自療痠.麻.痛.鬆筋拍痧輕鬆做 吳世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799 媽咪 猜猜我在想什麼？ 小西行郎監修; 橫峰沙彌香插圖; PHP研究所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12 湯鎮瑋開運農民曆. 2018 湯鎮瑋作 平裝 1

9789863733829 地球大探索 向日葵工作室著; 金恩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36 宇宙大發現 向日葵工作室著; 金珍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43 身體大奧秘 向日葵工作室文; 金恩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50 科學真有趣 向日葵工作室著; 金恩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67 昆蟲大生態 向日葵工作室著; 金珍暻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74 冬蟲夏草原生態百科 日本冬蟲夏草協會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3881 不懂帶團隊，你就自己幹到死 石田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898 練習告別玻璃心 武田雙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904 真心 松下幸之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911 葉俊逸正統農民曆. 2018 葉俊逸作 平裝 1

9789863733935 動物真奇特 向日葵工作室文; 崔景熙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942 吃素食健康的祕密: 175道天然蔬食的食療功效和養生秘訣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959 圖解步驟烘焙大圖鑑 朴貞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966 燉補湯養身祕密 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973 完美人生斷捨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加措仁波切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398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加措仁波切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3734024 你的愛是什麼形狀 李愛璟著; 陳家怡譯 平裝 1

9789863734048 兒童英文圖典. 名詞 韓國文朵朵出版社編著; 陳莉苓譯 其他 1

9789863734055 兒童英文圖典. 動詞.形容詞 金東美作; 陳莉苓, 林銘偉譯 其他 1

9789863733997 一個人的好天氣: 人生是趟華麗的冒險瑞莎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478 好棒的工地 麗貝嘉.芬(Rebecca Finn)著;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85 木偶奇遇記 米莉亞.伯斯(Miriam Bos)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492 貓頭鷹,貓頭鷹,你睡不著嗎? 喬.羅吉(Jo Lodge)著;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08 長頸鹿,長頸鹿,你今天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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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73106 藏傳佛教釋量論思想體系表 扎西雍措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大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上人文化



9789574473113 藏傳佛教入中論思想體系表 扎西雍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120 藏傳佛教俱舍論思想體系表 扎西雍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137 藏傳佛教現觀莊嚴論思想體系表 扎西雍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151 振興台灣佛教發展大未來: 寺廟經營管理與資產活化應用簡意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168 鄭振煌學與思 鄭振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175 佛法與情緒管理 鄭振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1360 運字的人: 創作者的鑿光伏案史 劉虹風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095 神傳奇的南美洲 蜜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04 寶貝共學爸媽組團俱樂部 小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728 神奇有效的催乳按摩術 鄭玉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4367 牆 有間三奈子文.圖; 米雅翻譯 精裝 1

9789865664374 屋頂上的露西 金知妍文.圖; 張琪惠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419 環抱你我: 大仁80年後環安衛產業人才賴文亮, 邱春美編纂 平裝 1

9789866140433 客家植物系列故事: 桐花與樹蘭 邱春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850 4500圖解英漢字典 王貽宣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65867 圖解生活英語 王貽宣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817 開運聖經. 2018年 中華民國宗教弘法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831 星海詞林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17855 六爻神卦推運法 文衡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862 占星初體驗 謝之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小小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元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仁科技大學環安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大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三之三文化



9789865817886 周易演義續集 紀有奎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94921 暗記讀書法 碓井孝介著;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945 通過新韓檢TOPIK 2 韓國語能力考試研究會編著; 邱敏瑤, 蕭素菁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4952 韓國暢銷第一新韓檢TOPIK 1 韓國語能力考試研究會編著; 邱敏瑤, 蕭素菁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1794969 捨不得不見妳 鍾文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983 好想消失的日子 金鎮率文.圖; 王品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4990 媽媽離開以後: 我一個人的旅行 金仁淑文字; 黃孟婷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03 大長今細說宮廷料理 韓食財團企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10 在西拉雅呼喊全世界: 褚士瑩發現台灣之旅褚士瑩文字; 孔子君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27 女人的命運頭髮來改變 佐藤友美著;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34 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 擺脫思考同溫層，拆穿自我的誠實之旅褚士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41 圖解工作說話術 鶴野充茂著; 白壁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58 每天只要30分鐘 古市幸雄著; 陳惠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065 200道韓國料理精髓 韓食財團企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72 全世界最璀璨的夜空講座 多摩六都科學館天文團隊監修; 森山晉平文字; 林佳翰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89 騎摩托車戴安全帽那一年: 1997我成為最台日本人北村豐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096 曾經,世紀末抒情 南方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102 共生虫 村上龍著; 張致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1795119 人類太忙,貓咪的事自己來 李龍漢文字.攝影; 簡郁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126 永不放棄的百分之一 李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95133 你背過一本英文書嗎? 金敏植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778 趙趙 林岱隆, 謝媛婷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22785 常玉: 寄黑 藏白 醉粉紅 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2165 科學讀書人: 一個生理學家的筆記潘震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2653 大辭典(日本版)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增訂二版精裝 全套 1

9789571463490 「會考」會考單字書 三民英語編輯小組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63537 英文文法入門指引 呂香瑩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3674 世界上最強壯的媽媽 妮可拉.肯特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704 出發趣: 旅行文學讀本 陳克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797 那些美食教我的事: 飲食文學選 江明明等編著; 洪淑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810 萌閱讀 郭繐綺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865 左先生與右先生 丹尼爾.費爾文字; 塞莉絲特.艾里斯繪圖; 酪梨壽司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大田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民



9789571463872 中華民國憲法 林騰鷂著 修訂七版平裝 1

9789571463889 海商法論 饒瑞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896 新多益黃金互動16週. 基礎篇 多益900團隊, 李海碩, 張秀帆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571463902 新多益黃金互動16週. 進階篇 多益900團隊, 李海碩, 張秀帆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571463919 刑法分則: 財產犯罪篇 古承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926 也許有一天 麗莎.曼徹芙文; 任惠元繪圖; 黃聿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940 國際私法實例研習 蔡華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957 英文中級字彙王 丁雍嫻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463964 七劍十三俠 張博鈞編寫; 王平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995 海上花列傳 韓邦慶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008 美的歷程 李澤厚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022 奧斯卡的小紅船 喬.歐斯特朗迪(Jo Hoestlandt)文字; 阿蒙汀.琵鄔(Amandine Piu)繪圖; 王卉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053 藝術論與批評論: 戲曲學. 二 曾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060 養出有力量的孩子 王理書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571464077 古典曲學要籍述評: 戲曲學. 三 曾永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52708 西湖佳話 墨浪子編撰; 陳美林,喬光輝校注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851 我的小小家園 露易絲.巴肯斯編; 約翰.羅德.穆勒繪; 黃正旻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68 我的小小火車站 露易絲.巴肯斯編; 約翰.羅德.穆勒繪; 許舒涵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75 我的小小動物園 露易絲.巴肯斯編; 約翰.羅德.穆勒, 索倫.朱利烏森繪; 王湘俐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7882 超級跑車: 做模型,學知識! 凱薩琳.薩利(Katherine Sully)文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7899 恐龍 凱薩琳.薩利(Katherine Sully)文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600 達文西的發明: 做模型,學知識! 凱薩琳.薩利(Katherine Sully)文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9617 太空船: 做模型,學知識! 凱薩琳.薩利(Katherine Sully)文字; 王湘俐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07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人物篇 蘇西.布魯克斯(Susie Brooks)作; 陳彥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52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景物篇 蘇西.布魯克斯(Susie Brooks)作; 陳彥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69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動物篇 蘇西.布魯克斯(Susie Brooks)作; 陳彥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76 愛上藝術的第一本書. 故事篇 蘇西.布魯克斯(Susie Brooks)作; 陳彥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3483 @NATGEO: 國家地理INSTAGRAM線上攝影之最國家地理學會作; 張靖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83490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小王子 安東.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作;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Manuala Adreani)插畫; 張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506 圖解麵包: 125款經典烘焙食譜STEP-BY-STEP卡洛琳.布萊瑟頓著; 鍾慧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513 我的摺紙遊戲書：史前動物 巴斯卡勒.達烏利亞(Pasquale D'Auria)作; 林琬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520 我的摺紙遊戲書：海洋生物 巴斯卡勒.達烏利亞(Pasquale D'Auria)作; 林琬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537 生活科學大進擊 T.J.瑞斯勒作; 黃意然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544 圖解蛋糕: 125款經典烘焙食譜STEP-BY-STEP卡洛琳.布萊瑟頓著; 鍾慧元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551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白雪公主 格林兄弟作;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插畫; 許芳菊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568 國家地理酷科學, 元素週期表 阿德里安.丁格作; 賽門.貝舍繪; 張必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575 超能力昆蟲百科 約翰.伍德沃德作; 陸維濃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8582 國家地理酷科學, 物理學了沒 丹.格林作; 賽門.貝舍繪; 周如怡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599 國家地理酷科學, 化學學了沒 丹.格林作; 賽門.貝舍繪; 張毅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704 國家地理酷科學: 生物學了沒 丹.格林撰文; 賽門.貝舍繪; 黃乙玉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大石國際文化



9789869537711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美女與野獸 波蒙夫人(Jeanne-Marie Le Prince de Beaumont)原著;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Manuala Adreani)插畫; 楊爾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728 地圖大歷史: 探索世界上最具時代意義的偉大地圖傑瑞.波頓著; 王敏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735 終極貓百科:最完整的貓種圖鑑與養育指南DK出版社編輯群作; 韓絜光、孫曉卿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742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全球50大最美荒野國家地理學會圖書部作; 盧郁心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759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木偶奇遇記 卡洛.柯洛迪(Carlo Collodi)原作;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Manuela Adreani)插畫; 張琰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766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綠野仙蹤 李曼.法蘭克.鮑姆(L Frank Baum)作;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Manuela Adreani)插畫; 謝孟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773 西薩.米蘭: 狗班長的人狗幸福學 西薩.米蘭, 梅麗莎.喬.佩提耶著; 張靖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780 終極科學百科 國家地理學會著; 鄧捷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797 頂級烘焙: 德國米其林名廚教你做出餐廳級夢幻甜點克里斯蒂安.胡姆斯著; 黃令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019 國家地理經典童話: 愛麗絲夢遊仙境路易斯.卡羅作; 曼紐艾拉.艾德瑞尼插畫; 謝孟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722026 國家地理圖解太陽系: 最權威的太陽、行星與衛星導覽圖希瑟.庫伯(Heather Couper)等著; 胡佳伶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4184 PowerPoint 2016超簡單 小石頭編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164191 Word 2016超簡單 小石頭編輯群, 蔡慧儀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609 樹懶闖關去 孫時新, 王思淇, 李珮伶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50562 故事 如風迴盪 洪振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79 猜猜我是誰: 可愛農場 洪羊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86 猜猜我是誰: 動物叢林 洪羊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593 猜猜我是誰: 交通工具 洪羊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609 Guess what I am?: Farm Jeff Hung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616 Guess what I am?: Jungle Jeff Hung文.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6150623 Guess what I am?: Transports Jeff Hung文.圖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3101 美國史 張四德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326 太極御覽 趙太極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同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小石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同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426 Future ceramics, here and now: Guinness World Record: highest temperature in a wood-fired kilnauthor Lin Jui-Hwa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121 心之路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138 生命組曲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145 般若學 白雲老禪師著 其他 1

9789869583152 彌陀淨土簡易修行法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802 般若舟航十年: 千佛山般若寺十週年專輯釋如靈, 釋若瑜, 謝玉粟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1443 那年我們 王文華作; 陳炫諭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1962 草莓心事 林佑儒文;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22 哥哥不笨 李光福文; 法蘭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3539 小笨的暗戀日記 阿德蝸作; 任華斌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46 廁所小英雄 李光福文; 法蘭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53 我想當作家 陳沛慈作; 陳虹伃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60 一個人的單車旅行 廖大魚文; 徐至宏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77 普羅米修詩 蘇善文; 徐建國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84 最後的水莽鬼 陳碏文; 米腸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591 變身 陳碏文; 米腸駿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07 小六瘋畢業 鄭宗弦文; 任華斌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14 斜眼驅魔師 阿德蝸作; 任華斌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21 蛙神嫁女 陳碏作; 米腸駿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38 花魂 陳碏作; 米腸駿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45 躺屍魔王的最後挑戰 阿德蝸作; 任華斌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52 暗號偵探社 郭瀞婷著; 鰻魚蛋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7926 漫畫大英百科. 宗教. 1 BomBom Stoty原作; 劉永承原繪;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8954 漫畫大英百科. 社會科學. 3: 思想與哲學Bombom Story文; Team神話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005 漫畫大英百科. 社會科學. 1: 文學 BomBom Story文; 趙秉周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千佛山般若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兵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地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三采文化



9789863429166 漫畫大英百科. 社會科學. 2: 政治 BomBom Story文; 金大志圖;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173 漫畫大英百科. 宗教. 2 BomBom Stoty原作; 劉永承原繪; 徐月珠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265 最強網路交友聊天術: 這樣「寫」,沒有約不到的人白鳥麻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296 開啟高敏感孩子天賦 長沼睦雄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357 美人心機: 看透最讓人白眼和想偷學的50種心機女H.H先生作 平裝 1

9789863429371 機器人格鬥王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葳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3429432 第二印象: 扳回劣勢的最強人心操控術內藤誼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449 人類的起源: 最受美國大學生歡迎的22堂人類學課,關於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又該往哪裡去李相僖, 尹信榮著; 陳建安譯 平裝 1

9789863429456 輕漬高麗菜的排毒奇蹟: 每天1小碟,清血去瘀x養顏瘦身x腸道順暢x防癌治潰瘍石原結實監修; 賴庭筠譯 平裝 1

9789863429463 神奇顫掌功: 白雁教你微幅振動自救術 3分鐘氣通、除病根、氣癒百病！白雁, 彥寬, 葉樹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470 鼻屎大冒險. 2, 鼻屎總動員 許禎允著; 孔奕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487 高敏感是種天賦. 2 伊麗絲桑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494 腳底按摩圖典 陳明仁著 修訂一版精裝 1

9789863429500 假使愛有兩張臉 葉鳳英著 平裝 1

9789863429517 喚醒富思維: 從此不再為錢煩惱 珍.辛賽羅(Jen Sincero)著; 蘇凱恩譯 平裝 1

9789863429524 鳥類世界歷險記 Gomdori Co.文; 韓賢東圖; 徐月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429548 生命這堂課: 心理學家臥底醫療現場的26個思索陳永儀著 平裝 1

9789863429555 心好累: 抗壓力太強反而會生病,精神科醫師教你不再被壓力擊垮的30個練習陳嬿伊著 平裝 1

9789863429562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3429579 步行禪: 用走路靜心、紓壓,5分鐘心靈.生活整理術塩沼亮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586 好無聊啊好無聊 吉竹伸介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593 就愛吃肉: 跟著韓國主廚學名店嫩肉料理林盛根作; 張鈺琦譯 平裝 1

9789863429609 凝視創傷: 不是所有傷痛都能被看見大衛.莫里斯(David J. Morris)著; 吳張彰譯平裝 1

9789863429616 蘭亭序殺局: 玄甲衛 王覺仁著 平裝 1

9789863429623 好感味!迎來好人緣!: 職場、戀愛、家庭,都能藉由「擊退臭味」而變的更順利!上田彌生作; 伊之文譯 平裝 1

9789863429630 當個令人上癮的女人(而不是誰的另一半): 巴黎女子讓人魂牽夢縈的祕密芙蘿虹絲.貝松(Florence Besson), 艾娃.阿莫赫(Eva Amor), 克蕾赫.斯坦隆(Claire Steinlen)作; 林琬淳譯平裝 1

9789863429647 月球城市 安迪.威爾(Andy Weir)著; 翁雅如譯 平裝 1

9789863429654 溫哥華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685 管理最難的一課: 灰色地帶: 哈佛商學院五種思維途徑,看懂人性、做對決策約瑟夫.巴達拉克(Joseph L. Badaracco)作; 吳宜蓁, 林麗雪譯平裝 1

9789863429692 啟動高敏感的愛情天賦: 幸福是你與生俱來的感受力伊蓮.艾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715 身體不健康,腸漏先知道: 腸胃專科醫師整合最新醫學研究,斷絕過敏、慢性病、癌症、免疫失調等疾病的新世代療法!何兆芬著 平裝 1

9789863429722 數字力決定收入: 量化、圖解力、表達力,讓你更有錢深澤真太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739 你不必和這個世界裝熟: 停止無效社交,開創有效人脈!李小墨著 平裝 1

9789863429753 孩子,我聽你說: 為什麼孩子寧願問陌生人問題?呂律師深談那些青少年不願說的真心話呂秋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760 朝朝暮暮 張西著 平裝 1

9789863429777 科學發明王. 18: 運動用品發明賽 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791 食物代換速查輕圖典 郭常勝等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429807 9成的酸、痛、病都是「走錯路」!: 1天只要300步5分鐘,腰痛、膝痛、肩頸僵硬、慢性疲勞、失智都能改善新保泰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838 為何我這麼努力,幸福卻那麼遠?: Google X商務長的6-7-5法則,找回幸福真義,內心不再空虛莫.加多(Mo Gawdat)著; 劉體中, 林麗雪譯平裝 1

9789863429869 我的啤酒生活提案: 歡暢實踐版 吉瑞克.歐貝赫(Guirec Aubert)著; 亞尼斯.瓦盧西克斯(Yannis Varoutsikos)繪; 謝珮琪譯平裝 1

9789863429890 外掛人生: 多重身分讓你不怕風口換位崴爺作 平裝 1

9789863429906 你必須愛得有底線: 沒有底線的愛,不叫愛,叫自虐口罩男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5

送存冊數共計：4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650 最到位的上班族星座、血型、九型人格書芭芭拉.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667 老公使用說明 胡曉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0674 忠言不逆耳: 掌握最恰當的說話技巧與時機陳瑋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681 老婆使用說明書 博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110698 命運安排什麼,我們就享受什麼 葉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04 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獄張嘉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11 沒有兇手的兇殺案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212 靈性飛翔: 黃圻文創作個展 黃圻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223 圖解先天性心臟病: 從胎兒到小兒池宛玲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4230 陳持平畫集 陳持平繪 初版 平裝 卷9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0140 mBlock程式設計之運算思維 揚秀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024 釋放的心靈: 盛宴.獨白: 林進達作品集. 2018林進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64115 鈍感力: 為那些一點小事就耿耿於懷的人,找到救贖植西聰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139 讓90%大客戶都點頭的B2B簡報聖經: B2B業務隨時都要能做簡報。你如何讓時間排滿滿的決策者，興趣盎然的聽完？吳育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146 大英圖書館海圖全覽: 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200張以上你從沒看過的海圖，這些都是統治地球的說明書彼得.懷菲德(Peter Whitfield)著;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153 改變未來的祕密交易: 英國BBC調查記者揭露！他們怎麼創造了問題,然後把答案賣給我們傑克斯.帕雷帝(Jacques Peretti)作;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160 我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 人生最重要的質問,激勵專家這樣幫上萬人找到答案豐田祐輔著; 林佑純譯 平裝 1

9789579164177 一張股票開始的美好人生 班.史坦(Ben Stein)著; 廖桓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184 一分鐘下指令 沖本留里子著;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191 黑科技: 矽谷工程師不張揚的破壞性創新顧志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07 不必把太多人請進生命裡:「交朋友」的成本超乎你的想像， 生活不用做好做滿,你需要克制社交!高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14 松浦彌太郎寫給凌晨五點的你 松浦彌太郎作;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青蛙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凡亞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河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於創意文化

大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是文化



9789579164221 印度神邏輯 塵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38 原諒生活對你的刁難: 增加對他人的厚度,就能獲得自己的高度,偶爾對這世界動點粗-才是修養馬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45 地點學 榎本篤史作; 黃立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52 破梯效應: 社會就是地位的階梯,比較的結果決定處境,我要跟誰比,才有實質效益而非打擊?奇斯.裴恩(Keith Pay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69 用Excel取巧學統計: 大數據的基本功,有力的圖表,就得這樣呈現。他人的數據誤用,立刻洞察米谷學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283 修復身體的黃金7小時: 養顏瘦身x提升免疫力x自癒百病: 拯救上萬人的名醫教你日日好眠,擺脫所有文明病!宮崎總一郎著; 劉錦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290 看得見的人體結構 竹內修二著; 羅淑慧譯 平裝 1

9789579164313 精準閱讀: 幫助最多人通過國家考試的大律師,教你進入看得下書的狀態,同時精準抓重點伊藤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20 提前看出好公司的非財務指標: 鑑識6,500位社長的基金經理人珍藏筆記,挑股票、跟老闆,公司有沒有前途?比看財報還準藤野英人作;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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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0577 阿當,這隻貪吃的貓. 3 亞平文; 李憶婷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591 兔子家的兒童節 王文華文; 黃雅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9317 小種子 吳在媖文; 許臺育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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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4109 初老練習曲 小括代誌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409 Cian Jhen Art: Jen-Neng Hsiao [蕭任能作] 精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103 小時尚四季衣櫥: 服飾搭配(女生版)[小時尚工坊編]; 卡達(Cada)圖 平裝 1

9789869552110 麥斯的四季衣櫥 卡達(Cada)圖.文 平裝 1

9789869552127 米亞的四季衣櫥 卡達(Cada)圖.文 平裝 1

9789869552134 小時尚四季衣櫥: 服飾搭配(男生版)[小時尚工坊編]; 卡達(Cada)圖 平裝 1

9789869552172 小時尚四季衣櫥. 米亞版 [小時尚工坊編] 精裝 全套 1

9789869552189 小時尚四季衣櫥. 麥斯版 [小時尚工坊編]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千貞阿牛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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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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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括代誌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也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721 戀戀紅豆餡甜點 森崎繭香著; 余明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752 花漾甜點六宮格 marimo作; 莊鎧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769 血管可以越老越強健! 南和友著;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776 營養師親授!孕媽咪怎麼吃 細川桃, 宇野薰監修; 林芸蔓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0154 傳薪集: 原住民族與臺灣民俗期刊論文彙編阮昌銳作 精裝 1

9789868010178 再燃庫巴之火 浦忠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540 靈活如豹: 掌握動作技巧、提升運動表現、預防傷痛的終極指南凱利.史達雷特(Kelly Starrett), 格倫.科多扎(Glen Cordoza)合著; 徐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7557 地方創生: 觀光、特產、地方品牌的28則生存智慧木下齊作; 張佩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564 青春之石 Cinyee Chiu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7588 瞧,這個人: 人如何成其所是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 孫周興譯精裝 1

9789869577595 我們告別的時刻 陳德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505 藝用3D表情解剖書: 透視五官表情的結構與造型烏迪斯.薩林斯(Uldis Zarins), 山迪斯.康德拉茲(Sandis Kondrats)著; 黃宛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3512 日本論: 一個外交人的日本風俗、政治、文化考戴季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1999 二師兄論拳 蘇峰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02 寫真秘宗拳 姜容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19 孫祿堂太極拳學 孫祿堂著; 孫婉容校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26 八極拳散手用法 安在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33 怎樣打籃球 郭士強, 劉光宇, 崔魯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40 頑病偏方顯奇效 賈海生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57 <>與佛道 劉欣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64 實用辨證精選 何清湖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71 <>與佛道 劉欣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088 特警防暴 徒手制敵 趙華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728 梵網經直解 明廣陵傳戒沙門寂光直解[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9735 妙法蓮華經擊節 釋德清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9742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 海鹽淨通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大乘定香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展

三悅文化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山海文化雜誌



9789869579759 華嚴綱要 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9766 佛海釋疑 釋悟顯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780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8420 解讀中共國家安全發展策略: 從「一帶一路」到「國家安全法」的轉變林中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554 破繭而出的智慧(精華版) 丁原俠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325547 破繭而出. 偈語篇 大悟老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642 我要帶你回家 保羅.格里芬(Paul Griffin)作; 陳佳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59 不想說再見 佩特莉霞.麥拉克倫(Patricia MacLachlan)作; 黃筱茵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3390 醫路走來: 基層醫師必修的社會學學分林瑤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211 脾胃一調百病消: 名老中醫的藥膳食療方謝英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86 和心臟專家談心: 你所不知道的心臟大小事孫宏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093 五穀雜糧養生粥 楊力主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3803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樓宇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810 不計較,但你也別吃虧 柴寶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827 遠離記憶盡頭的腦科學: 面對失智的勇氣麥可.華倫祖拉作; 游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841 別讓人賣了還在幫人算錢: 詭譎多變的世道,這些人你不得不小心孫大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858 一按見效: 吳中朝教你按出自癒力與免疫力吳中朝編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623865 夠了,別讓這些人牽著鼻子走 澀谷昌三著; 鄭婷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872 除身體的濕祛身體的火: 百種藥膳食療、經絡按摩秘方,搞定百病體質孔繁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8135 坎城創意獎結案報告. 2017年 賴治怡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航家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小魚廣告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都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悟淨修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麥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8893 為什麼事情總是出錯? 趙思漢著 平裝 1

9789865718909 生活難免會煩燥 文彥著 平裝 1

9789865718916 快樂度過更年期 李婉怡著 平裝 1

9789865718923 破除銷售障礙的十個問題 陳安迪著 平裝 1

9789865718930 母親的風度,決定孩子未來的高度 水靈著 平裝 1

9789865718947 神的啟示: 讓我們的生活觀念得到昇華郭子健著 平裝 1

9789865718954 說的藝術: 跟名人學口才 王治國, 李洪伙編著 平裝 1

9789865718961 人生的奧義: 扭轉人生的稻勝哲學林想著 平裝 1

9789865718978 別讓牙齒打敗你: 牙齒好壞,影響著身體的健康李凌珺著 平裝 1

9789865718985 改變心情,一切都會變的不一樣 章心妍著 平裝 1

9789865718992 車輛動起來: 超好玩的立體翻翻書沐漁文化編 精裝 1

9789869568104 船舶動起來: 超好玩的立體翻翻書沐漁文化編 精裝 1

9789869568111 別在未來打自己一記耳光: 不要讓「想當初」 「早知道」成為自己未來的回憶趙麗榮著 平裝 1

9789869568128 送給孩子受用一生的禮物 水靈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4598 安眠、安神、安身的古中醫砭石三安療法: 全身微循環,排毒、除濕、去痠、解勞、......所有病痛一次搞定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19 心經‧金剛經輕鬆讀: 光照江洋 蕭振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26 六祖壇經輕鬆讀: 暗夜烏鴉 蕭振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40 懷德: 勇氣.品德.挑戰自我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懷德風箏原地育幼院著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949 古典經絡針灸大家周左宇: 醫道精要沈邑穎作 二版 其他 1

9789579001069 死過一次才學會愛自己: 原來,此生即是天堂艾妮塔.穆札尼(Anita Moorjani)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151 每一天,都是出走的練習: 靈魂深度旅行365天梅樂蒂.碧緹(Melody Beattie)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168 瑜伽經白話講解. 行門篇 斯瓦米韋達.帕若堤(Swami Veda Bharati)作; 石宏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001335 童年情感忽視: 為何我們總是渴望親近,卻又難以承受?鍾妮斯.韋伯(Jonice Webb)著; 張佳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359 冥想: 認識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和諧共處,獲得真正的滿足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作; 劉海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373 強曲線．翹臀終極聖經: 一輩子最佳健身指導書,48週訓練課程+265個動作詳解布瑞特.康崔拉斯(Bret Contreras), 凱莉.戴維斯(Kellie Davis)著; 柯品瑄, 周傳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397 八的力量: 地表最強小型念力療癒場: 念力的祕密. 3琳恩.麥塔格特(Lynne Mctaggart)著; 非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403 鍊金瓶療法: 能量的心世界,靈性彩油的滋養與轉化能力貫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410 調息.呼吸的科學: 想要調控自己的身心,先從控制呼吸開始斯瓦米.拉瑪(Swami Rama), 魯道夫.巴倫坦(Rudolph Ballentine), 艾倫.海姆斯(Alan Hymes)作; 黃誠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526 如果父母老後難相處: 如何陪伴他們走過晚年,而不再彼此傷害?葛瑞絲.雷堡(Grace Lebow), 芭芭拉.肯恩(Barbara Kane)著; 劉慧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533 日日好日: 茶道教我的幸福15味 森下典子著; 夏淑怡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01557 意識宇宙簡史: 人類生命本質的九大奧祕狄帕克.喬布拉(Deepak Chopra), 米納斯.卡法托斯(Menas Kafatos)著; 蕭斐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大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橡實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192 華爾街之狼從良記 蓋伊.斯皮爾著; 劉道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2204 漫畫賽局理論,解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川西諭著; 円茂竹縄繪; 蔡昭儀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2211 理性選民的神話: 透視狂人執政世代，最不安的民主真相與幻象布萊恩.卡普蘭作; 潘勛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2228 畫家之眼: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觀察,從題材到技法,淬鍊風格與心法的13堂課安德魯.路米斯著; 陳琇玲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02235 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 從尼采、笛卡兒到李維史陀,一本讀懂11位世界哲人的經典哲學思維飲茶著; 邱心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2242 財富、戰爭與智慧: 二戰啟示錄 巴頓.畢格斯作; 洪慧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2259 思考的蘆葦: 太宰治最真摯的人生告白太宰治作;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266 從唯唯諾諾,到予取予求的暗黑心理術: 前賭場荷官、亞洲No.1最強讀心師,教你隨心所欲掌控局面小羅密歐.羅德里格斯著; 楊毓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273 這才是價值投資: 長期打敗大盤的贏家系統,從葛拉漢到巴菲特都推崇的選股策略詹姆斯.蒙蒂爾著; 劉道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2297 偉大的貪婪:金融強權華爾街崛起的大歷史約翰.戈登(John Steele Gordon)著; 潘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709 肖像素描技巧指南: 從構造到透視,全方位掌握頭手素描基礎,畫出三度空間感人物的5大示範課安德魯.路米斯著; 林奕伶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4716 預測分析時代 艾瑞克.席格著; 陳琇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723 漫畫 超級提問力!: 精準洞悉成功模式,一個好的提問,不僅能駕馭他人,也能改變自己的人生谷原誠監修;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812 興悅讀: 中興大學「大學國文」閱讀心得作品集. 第七冊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29 以FPGA為核心之車用發電機穩壓數位控制IC蔡明發, 曾仲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36 品牌管理: 廣告與品牌管理 胡政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43 顧客關係管理: 創造關係價值 胡政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50 全球化與新南向政策之分析 劉瀚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67 日本語ゼミQ & A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74 輕鬆學日語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81 學日語要看這本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898 李煜的詞 吳銘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01 創新、創客. 2018: 時尚形象美學研討會論文集徐珮清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8418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GMDSS: 以TRANSAS SAILOR-5000為例張在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71537 社會工作辭典 謝坤鐘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1827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一次過關可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1858 機械原理(含概要、大意)實力養成許俊凱、周家輔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1889 會計學概要(依據最新IFRS精編) 歐欣亞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039 一般警察四等行政警察人員歷年試題合輯警察編輯小組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381 政府採購法重點統整+高分題庫 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398 會計學(含概要)頻出題庫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2404 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2480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頻出題庫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千華數位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揚



9789864872510 工程力學焦點速成+高分題庫 良運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558 犯罪學(含概要)(警察特考) 王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572 犯罪學(含概要) 王強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2589 金融數位力一次過關 李宗翰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602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含概要) 張瀚騰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619 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 七, 106年度吳姍姍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640 一次考上銀行貨幣銀行學(含概要)歐欣亞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657 國小教甄,這樣準備就對了!: 31位教甄必上團達人,勇闖92%上榜率的秘訣!教甄金榜作者群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664 法學緒論(法律常識)高分題庫 羅格斯, 章庠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2671 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2688 移民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695 海巡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701 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 郝強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2718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歐欣亞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725 海巡法規(含概要) 關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732 一次考上銀行 國文 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756 犯罪學(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王強, 宇寧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770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及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2800 主題式電工機械(電機機械)高分題庫鄭祥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2831 會計學(包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 陳智音, 歐欣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284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總複習題庫廖慧珠, 黃筑媺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2862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一次過關 三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2879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學術科經典試題總彙黃金銀, 王森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2886 不動產估價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林筱涵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893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林筱涵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909 一次考上銀行 銀行法(含概要) 成在天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2923 警察法規(含概要)(題庫+歷年試題)成琳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2930 國民生活寶典: 食在尖端 張哲朗等作 精裝 1

9789864872947 國民生活寶典: 服飾穿著也是做人的一種修練葉立誠作 精裝 1

9789864872954 國民生活寶典: 幸福建築藍本 李清志, 顧庭歡作 精裝 1

9789864872961 國民生活寶典: 翻轉旅遊體驗 劉怡君等作 精裝 1

9789864872978 國民生活寶典: 生命之道始於育 鄧蔭萍等作 精裝 1

9789864872985 國民生活寶典: 休閒之樂 美好人生的泉源李明宗, 顏華容作 精裝 1

9789864872992 實踐一甲子 國際化未來 郭壽旺作 精裝 1

9789864873005 實踐六十年叢書 實踐大學作者群作 精裝 全套 1

9789864873012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IFRS)賦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029 租稅申報實務 賦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036 門市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一本通黃皇凱, 賴慧萍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043 國貿業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考照秘笈吳怡萱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050 校長主任甄試金榜必讀160題 林翠華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081 食品品保概論 黃馬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104 社政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第十九版平裝 1

9789864873111 租稅申報實務: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賦誠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128 人事行政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二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3135 普通物理實力養成 曾禹童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142 最新題型國文: 測驗精鍊(包括公文格式用語)楊仁志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3159 一次考上銀行 會計學(含概要) 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166 社會工作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陳月娥編著 第十九版平裝 1

9789864873173 民法概要(題庫+歷年試題) 程馨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180 英文-看這本就夠了 劉似蓉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873197 一次考上銀行 票據法(含概要) 亭宣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203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方君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3210 公民: 看這本就夠了(初等特考) 邱樺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227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 看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234 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十六版平裝 1

9789864873241 國文-公文格式用語: 看這本就夠了鍾裕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3258 文化行政類專業科目. 五, 歷屆試題精闢新解(藝術概論)潘雲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265 公務員法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林志忠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272 食品科學概論 杜秦溫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289 初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政學大意楊銘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3296 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成宜編著 第十三版平裝 1

9789864873302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徐弘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319 搶救初考國文特訓分類試題 徐弘縉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326 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歐欣亞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357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陳玥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364 準備國考的第一堂公民課: 看這本就夠了蔡綸, 朱曦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371 行政學大意焦點速成 林志忠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388 戶籍法規大意焦點速成 翊銜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395 情境式戶籍法規大意看這本就夠了翊銜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401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張玉玲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418 工業安全技師歷年經典題庫總彙 陳淨修編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4873432 中學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 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二版平裝 1

9789864873449 就業服務乙級學術科技能檢定考照祕笈珍妮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463 人事行政大意焦點速成 林志忠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3494 國小教師檢定數學能力測驗通關寶典舒淮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500 一次考上銀行 英文 德芬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524 導遊實務. 一,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吳瑞峰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9789864873531 領隊實務. 一, 領隊華語、外語人員吳瑞峰編著 第十五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30652 兔博士與小金豆. 1, 存錢罐風波 王霞, 呂克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755 北京現代派798 林芳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878 百變巧克力 格林&布萊克公司著; 韓甲祥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885 鳳凰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旅遊發展研究江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892 古城、古鎮與古村旅遊開發經典案例鄒統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08 景區景點英語360句輕鬆學 馮海霞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87

送存冊數共計：87

千華駐科技



9789575632915 舌尖上的中國鄉土小吃 李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22 五行芳香本草浴 鄧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39 約會心靈: 我是大學生活的贏家 邰啟揚, 費堅, 呂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53 給大學新生的88條建議 啟揚, 趙曉蘭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60 完美性格小公主: 溫妮有些不禮貌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77 愛吃燒烤 李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84 現代中式家居風. 客廳 [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編委會編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2991 在家做甜品 姚嘉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04 現代中式家居風. 書房 休閒室 浴室 臥室[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編委會編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11 傾斜的聲譽: 中國名酒公關啟示錄陸仲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28 全家最愛的100道小炒 焦明耀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35 我從哪裡來: 媽媽最需要的親子問答書張振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42 實用葡萄酒寶典 法國藍帶廚藝學院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59 旺家裝修宜忌1008例 李江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066 玩手工 張婉菁, 張穎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4322 玩創意: 來自瘋果創意集市的原創手工瘋果網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001 廿念大開 陳韋蓁採訪; 劉仲倫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112 彷彿若有光: 當代藝術家的境界行旅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129 不明原因存在的傀跡研究: 林世雍個展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8129 不明原因存在的傀跡研究: 林世雍個展鍾經新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19 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十九屆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8175 山海經圖鑑 李豐楙審訂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38755 埃及王子III, 三位一體的女神 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62 貓天下 心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象藝術空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葉大學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大開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象藝術空間



9789862138779 挪威木匠手記: 透過一位在地木工的樸琢之眼,深入北歐匠人精神歐勒.托史登森(Ole Thorstensen)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86 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 幾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793 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 幾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809 漫步 李炡昊繪著; 張琪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816 三零世界: 翻轉厭世代,看見未來,零貧窮、零失業、零淨碳排放的新經濟解方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卡爾.韋伯(Karl Weber)著;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23 經絡解密. 卷二: 強健體魄、延續生命的關鍵-大腸經+胃經沈邑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30 沒有學校可以嗎? 徐玫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47 透視靈間. 2: 修行就在生活中 平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54 指甲給的健康報告 楊志勛, 李勇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61 飛行家 雙雪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78 聆聽寂靜: 什麼是寂靜/何處可尋/寂靜為何如此重要厄凌.卡格(Erling Kagge)著; 謝佩妏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885 你,會長大嗎? 李嘉倩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892 電擊女孩 奈歐蜜.埃德曼(Naomi Alderman)著; 徐立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908 什麼時候是好時候: 掌握完美時機的科學祕密丹尼爾.品克(Daniel H. Pink)著; 趙盛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915 亞哈與白鯨 馬努葉爾.馬爾索(Manuel Marsol)繪著;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922 中醫師看診失智症 林舜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946 垂直九十度的熱血人生: 一名攀岩運動家挑戰耐力、置身危險、超越自我極限的故事湯米.考德威爾(Tommy Caldwell)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960 每天都在膨脹 鯨向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943 身體的痠痛,別輕忽!: 了解痠痛所帶來的警訊和根源,才能有效對症治療周昌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53144 巧借東風: 中美科技角力與台灣 黃欽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419 文法超簡單. Ⅲ 林昱秀著 第2版 精裝 1

9789863211600 文法超簡單. Ⅳ 林昱秀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624 看漫畫「學」商業.職場日本語 場面30公益財団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検定協会編第1版 精裝 1

9789863211655 BJT商務日語能力考試: 官方模擬試題&指南公益財団法人日本漢字能力検定協会編著第1版 平裝 1

9789863211686 漱石文学と『荘子』 吳雪虹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873 道德經講義(大字標點版) 陳榮三編輯 精裝 1

9789869077880 道德經通譯本 陳榮三編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2

子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三達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482 法國藍帶糕點聖經: 100道詳細步驟完整解說的主廚精選配方法國藍帶廚藝學院作; 林惠敏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1499 野上智寬的麵包全圖解: 26種麵團57種麵包，翻書找解答，看圖學技巧，掌握野上師傅秒殺麵包的所有關鍵！野上智寬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505 野上智寬的麵包全圖解: 26種麵團57種麵包，翻書找解答，看圖學技巧，掌握野上師傅秒殺麵包的所有關鍵！野上智寬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3672 宜蘭饗宴 程智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3692 三角龍遠渡重洋大戰滄龍 黑川光廣作;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63708 恐龍大冒險: 三角龍拯救薩爾塔龍大戰牛龍黑川光廣作; 米雅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141 恐龍大冒險: 三角龍在海龜島大戰鯊齒龍黑川光廣作;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4189 恐龍大冒險: 三角龍與鐮刀龍大戰阿貝力龍黑川光廣作;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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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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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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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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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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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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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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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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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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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9839 自己畫經典童話系列套書 安徒生, 格林兄弟著; 黃舞荻繪初版 精裝 全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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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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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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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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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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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557627 Peppa Pig粉紅豬小妹. 第六輯 奈維爾.艾斯特力, 馬克.貝克作; 鄭如瑤翻譯初版 其他 全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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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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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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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57689 不家大戰盜垃圾船長 林哲璋文; T-Bone圖 二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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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40016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南房秀久, 澤邊有司原作; 近藤二郎監修; 加藤廣史等漫畫; 李彥樺,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8640023 恐龍大冒險繪本+故事桌遊套書 黑川光廣作; 小熊出版編輯部翻譯初版 精裝 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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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上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熊

送存冊數共計：3

大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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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40160 真假夜鶯 安徒生原著; 童嘉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177 小兔子的月球之旅 縣秀彦監修; 服部美法繪圖; 林劭貞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184 餅乾城(新版) 青山邦彥作; 鄭明進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191 超好玩!各式各樣形狀的繪本 PHP研究所編; 藏澄咲帆繪;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207 超好玩!到處都是數字的繪本 PHP研究所編; 藏澄咲帆繪; 卓文怡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214 你的一天可以改變世界: 讓日子熠熠生輝的十個大哉問(中英對照)楠茂宣文字; 古山拓繪; 花丘千草英文翻譯; 林劭貞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221 千萬不要按按鈕 比爾.柯特(Bill Cotter)文.圖; 詹嬿馨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238 怪盜亞森.羅蘋. 1: 神祕旅客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二階堂黎人編著; 清瀨和繪圖; 王蘊潔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245 怪盜亞森.羅蘋. 2: 怪盜與名偵探 莫里斯.盧布朗原著; 二階堂黎人編著; 清瀨和繪圖; 王蘊潔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269 形狀國王 小杉早苗文; 立本倫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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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03808 藍色琉璃海 馮凌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815 明朝的那些九千歲. 2, 大太監的生死鬥爭胡丹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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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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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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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5134 百年好合: 胡焱榮翡翠藝術(簡體版）李文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141 環球國家地理: 全新黃金典藏版 <>編輯委員會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65158 拿督久久JOJO(簡體版) 王琇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165 報告老師 我才不會放棄！ 蔡韻瑾, 黃奕勝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330 中國國家地理: 中南.西南 <>編輯委員會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598354 中國的驚雷: 國民政府二戰時期的災難紀實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賈安娜(Annalee Jacoby)著; 林奕慈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385 中國國家地理: 東北.西北.港澳 <>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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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34833 再見巴黎 馮索瓦.史奇頓(Francois Schuiten)漫畫; 貝涅.彼特(Benoit Peeters)編劇初版 精裝 1

9789866634840 人物風流: 鄭問的世界與足跡 鄭問, 郝明義, 大辣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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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44085 哈佛的5堂大腦行為學 思考的藝術: 用反問、抽離等7方法,來避開錯誤決策!韋秀英著 平裝 1

9789869593014 這年頭,停止抱怨的人能擔責任: 拿出成果的人,是如何解決75道「挫折習題」Tokio knowledge作;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593021 一流主管必學4堂高明問話的管理技巧: 與其把事情攬下來自己做,不如用一句「對的話」讓事半功倍!高濱正伸著; 賴惠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3021 一流主管必學4堂高明問話的管理技巧: 與其把事情攬下來自己做,不如用一句「對的話」讓事半功倍!高濱正伸著; 賴惠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3021 一流主管必學4堂高明問話的管理技巧: 與其把事情攬下來自己做,不如用一句「對的話」讓事半功倍!高濱正伸著; 賴惠鈴譯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0

送存冊數共計：45

大旗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辣



9789869593021 一流主管必學4堂高明問話的管理技巧: 與其把事情攬下來自己做,不如用一句「對的話」讓事半功倍!高濱正伸著; 賴惠鈴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3038 股素人、卡小孜的收租股總覽. II: 遵守存股規則,讓我每檔賺100%股素人, 卡小孜著 平裝 1

9789869593045 連卡內基也佩服的7堂超溫暖說話課: 為何辯才無礙很吃虧?因為要贏得感情,你得輸點道理!山崎拓巳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593052 與成功有約的58個習慣: 90位世界菁英「思維邏輯」,為何與你不一樣?稻村徹也作; 黃立萍譯 平裝 1

9789869593076 強勢引導: 只要盯緊、介入細節,21天讓屬下養成習慣的行為科學!山北陽平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593083 心理學家教你看懂行為的30堂對話練習: 如何在對方還沒開口前,就已察覺需求、並付諸行動?伊凡娜.德.芭爾克(Yvonne de Bark)作; 謝靜怡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3090 麥肯錫都用這8招做到超效率生產力: 一流人才需要的不是「聰明頭腦」,也不是好人緣,而是「快、準、好」!伊賀泰代作; 李貞慧譯 平裝 1

9789869644600 大腦喜歡這樣理清單: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5堂潛能培訓課,幫你激發出「聰明的頭腦」高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4940 海底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774 跟著小指尖去遊歷 岩井俊雄文.圖; 劉康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7811 看故事,學書法 周姚萍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828 一條尾巴十隻老鼠 陳木城文; 曹俊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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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8122 閩南語創作兒童詩歌 謝武彰文; 韓舞麟, 林純純圖 三版 其他 全套 5

9789862117941 小白鴿 馬景賢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117965 十二生肖同樂會 周姚萍文; 曹俊彥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972 勇敢的光頭幫 陳月文, 方恩真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989 小熊沃夫 神沢利子文; 井上洋介圖; 張桂娥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7996 狐狸與兔子 尤里.諾勒斯堅文; 佛蘭西斯卡.亞布索娃圖; 鄭明進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023 元曲經典故事 馬景賢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108 親子桌遊派對: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作; 周姚萍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2118139 逆轉勝!森林棒球隊 北海道日本火腿鬥士隊選手會編著; 堀川真繪圖; 邱承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146 屋頂上的蘇菲 凱瑟琳.朗德爾原著; 徐海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153 媽媽,不哭不哭! 平田昌廣文; 森川百合香圖; 黃惠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160 鴨子開拖拉機 大衛.夏農(David Shannon)文.圖; 沙永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177 艾瑪.媽媽 孫心瑜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184 最熱烈的掌聲 陳怡蓁文; 廖書荻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191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 3, 怨靈的火焰舞會鄭宗弦作;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207 向世界打招呼 長新太文.圖; 野村雅一監修; 鄭如峰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214 100層樓的家(迷你版) 岩井俊雄文.圖; 周姚萍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221 海底100層樓的家(迷你版)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238 地下100層樓的家(迷你版)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0850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1642 地下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 周佩穎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114 社會x設計x在地 郭一勤作 平裝 1

9789869174121 一種叫做學校的建築: 台灣學校建築發展歷程郭一勤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30

大翫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小魯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196 親愛的動物園 動物聲音書 羅德.坎貝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257 城市探索大發現 安娜蘇菲.包曼文; 迪迪耶.巴力席維圖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271 跟孩子玩點線面混搭遊戲 赫威.托雷文.圖; 古瑛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288 跟孩子玩光影遊戲 赫威.托雷文.圖; 古瑛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295 跟孩子玩線條的遊戲 赫威.托雷文.圖; 古瑛芝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332 我只是想要說晚安 瑞秋.伊莎朵拉(Rachel Isadora)文.圖; 黃迺毓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904 12歲那天，我賠光了老爸的帳戶 艾莉莎‧布蘭特‧懷絲曼（Elissa Brent Weissman）著; 陳維真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4928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著; 許瑞宋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4959 品牌物理學: 科技力量與消費模式背後隱而未現的行銷科學亞倫.凱勒(Aaron Keller), 蕾妮.馬里諾(Renée Marino), 丹.華萊士(Dan Wallace)合著; 朱沁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4980 人民幣的底牌：低調爭鋒全球大格局的新國際貨幣蘇巴慈(Paola Subacchi)著; 劉忠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9700 敘利亞戰爭: 美國從不公開的中東地緣博弈與霸權佈局史蒂芬.高望斯(Stephen Gowans)著; 黃元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19793 智識份子: 常識與經驗不夠用,請為自己替換更複雜的犀利思維萬維鋼著 其他 1

9789869553216 別讓平庸埋沒了你: 遠離競爭慣性,用習慣,心念設計改變你的生命斯里尼瓦思.勞(Srinivas Rao)著; 曾雅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3254 複雜問題的策略思考&分析 阿爾諾.謝瓦里耶(Arnaud Chevallier)著; 張簡守展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3412 好印相隨: 大墩印社社員專輯 大墩印社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815 教育是,陪你找自己的路: 歐盟「文化融合親善大使」的奧地利教育大震撼楊佳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822 大森林裡的小木屋 羅蘭.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著; 安野光雅圖; 聞翊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839 不是我!是他不乖! 米歇爾.凡.傑弗恩(Michel Van Zeveren)圖.文; 謝怡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37846 在家也能華德福 Crayonhouse編輯部著; 張凌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7853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古文明卷: 美國最會說故事的校長爺爺,帶你搭時光機,見證人類重要時刻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再版 平裝 1

9789865837860 A child's geography of the world V. M. Hilly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37877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中世紀卷: 美國最會說故事的校長爺爺,帶你搭時光機,見證人類重要時刻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陳繼華, 劉娟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643 人類讓我們從地球上消失了 亞莉安娜.帕皮尼(Arianna Papini)作; 陳怡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76 「不關我的事」的後果…… 朴秀妍文; 沈賢真圖; 魏嘉儀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寫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墩印社



9789869570183 我很厲害，但是我不驕傲 艾曼紐.斐耶(Emmanuel Veillet)文; 米歇爾.侯德瑞格(Michel Rodrigues)圖; 張亦晴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0190 和媽媽走散了，怎麼辦？ 金今香文; 趙兌兼圖; 陳怡妡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24 外公，回憶要怎麼製造？ 尚.德維利(Jean Tévélis)文; 艾娃夏特蘭(Éva Chatelain)圖; 吳宣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31 大便快出來！ 千美真文; 李芝殷圖; 魏嘉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48 誰也不敢靠近生氣的西蒙 伊恩.德.埃伊(Ian De Haes)文.圖; 吳宣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55 你也不敢自己一個人睡覺嗎? 維洛妮卡.庫奇(Véronique Cauchy)作; 吉內特.霍夫曼(Ginette Hoffmann)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79 即使見不到想念的爸爸…… 芭絲卡.芙翁古特(Pascale Francotte)文.圖; 吳宣恩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749 虛空無變易: 禪中之禪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859756 鬼的總本山: 祕密中的祕密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300 東京的20個理由 蔡阿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30610 定時定額基金投資法寶 程蘊嘉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689 善意之書: 每天做一件好事,改變壞掉的世界Bernadette Russell作; 李亭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808 星升首測 洪聖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444 喜菡文學網20年紀念書 丁威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444 喜菡文學網20年紀念書 丁威仁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019 告別練習: 唯有學會告別,人生才能繼續黃瀅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大頭佛娛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三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學詩社聯合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憨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貓流文化



9789869387026 告別練習手書 黃瀅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7033 告別練習 黃瀅竹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902 大覺歸真 覺真法師作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136 錯/措身: 記憶與遺忘的封印 白適銘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0731 黑KURO: 朱坤培引出黑茶碗特輯 朱坤培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139 物理治療無所不在: 激發選手奪標、讓失能病人進步的推手國立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46 走出傷痛 破蛹重生: 哈佛醫師心能量 啟動內在療癒力許瑞云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53 別為生病哭泣,因為它讓我們懂得珍惜: 40歲得糖尿病的生命禮物EMA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60 定 楊定一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515177 為什麼心臟病總是突然發作? 洪惠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5184 男人下半身幸福百科: 從預防、治療到保健,榮總名醫解答男人說不出口的泌尿與性功能疑問盧星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06 透過運動和療效姿勢結構調整 楊定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9313 照顧秘書向前衝: 深入家庭、社區，打破框架、揪甘心的全方位照顧服務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20 惡醫 久坂部羊著; 姚巧梅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37 有一天,你也會遇到 久坂部羊著; 俞仲慈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44 防毒懂你的生活: 環境醫學專家陳保中教你減塑、防空污、安全住,打造不受污染的健康世代陳保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51 大人的照顧學50歲後更好命 張曉卉, 康健雜誌編輯部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9368 吃對了,讓你閃閃發光、抗老化: 營養吃得夠、肌力鍛鍊好,50後生活更精彩奈爾.霍賓斯(Ngaire Hobins)作; 劉碩雅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2548 堅持,進無止境: 臺中國家歌劇院營造英雄幕後全紀實吳春山, 鄭育容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82 打造圖像腦：學會擊敗90%職場競爭者的視覺思考工作術丹.羅姆(Dan Roam)著; 施婉清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2999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顏擇雅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26 今夜一人鍋 濱內千波著;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88 勇於不敢 愛而無傷: 莊子從心開始. 二蔡璧名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095 刷新未來：重新想像AI+HI智能革命下的商業與變革薩帝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著; 謝儀霏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覺歸真文化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下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觀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廿八田實業



9789863983101 零工經濟來了: 搶破頭的MBA創新課,教你勇敢挑戰多重所得、多職身分的多角化人生黛安.穆卡伊(Diane Mulcahy)著; 羅耀宗譯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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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3132 精準訂價: 在商戰中跳脫競爭的獲利策略赫曼.西蒙(Hermann Simon)著; 蒙卉薇, 孫雨熙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49 做個強韌吃苦的笨蛋: 稻盛和夫.山中伸弥要你與其生來聰明,不如這麼做。稻盛和夫, 山中伸弥作; 余亮誾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56 市場行銷學一年級生 宮崎哲也作; 羊主恩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63 領導者的83則吸引力心理學: 讓部屬甘願追隨你澀谷昌三作; 蔡青雯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70 讓客戶立即買單的簡明表達: 日本微軟高層的精準溝通術澤圓作; 陳佩君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87 瓷林演藝: 隱形冠軍林光清傳奇 李佳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194 你到底是誰?: 解開不可思議的人格謎團布萊恩.李托(Brian R. Little)著; 王素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00 只要願意一起走下去 路嘉怡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17 Airbnb創業生存法則 莉.蓋勒格(Leigh Gallagher)著; 洪慧芳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24 浪漫台三線款款行 客遊 慢巡庄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224 浪漫台三線款款行 客遊 慢巡庄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231 浪漫臺三線款款行 客居 慢泊留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231 浪漫臺三線款款行 客居 慢泊留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248 浪漫台三線款款行 客食 慢自香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248 浪漫台三線款款行 客食 慢自香 天下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55 質問力 大前研一作; 黃安妮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3262 日常生活就是點子寶庫: 廣電節目劇本作家教你35個創意撇步山名宏和作; 余亮誾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79 跟陷阱說再見 大衛.柯維, 史蒂芬.瑪迪斯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86 英國人,這樣過退休生活: 英式心靈富足學井形慶子作;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293 注意力商人: 他們如何操弄人心?揭密媒體、廣告、群眾的角力戰吳修銘著; 黃庭敏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09 你吃的藥為何無效?: 藥劑師才知道的「藥的真實面」深井良祐作;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16 提高自癒力比吃藥有效: 打造長命養生力福田稔作; 陳甚如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23 平靜的心，專注的大腦：禪修鍛鍊，如何改變身、心、大腦的科學與哲學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 理查.戴維森(Richard J. Davidson)著; 雷叔雲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85 「思秋期」的身心保養術: 四十五歲後就別「忍耐」了和田秀樹作; 呂亭儀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392 「放棄」才能健康: 學會懂得調整你的自律神經小林弘幸著; 陳惠莉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408 金錢密界：深入巴拿馬文件背後的離岸金融運作，揭開全球政商名流不為人知的藏金祕密傑克.伯恩斯坦(Jake Bernstein)著; 潘勛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415 懶人有救了!降低中性脂肪與膽固醇的47招岡部正作; 吳乃慧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6863 為了活命,你會吃人嗎?: 33則有夠弔詭的邏輯悖論彼得凱夫(Peter Cave)著; 鄒詠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00 地心引力抓不住的冒險家: 8公斤行李x325天x35個國家,拉著未婚夫飛向世界盡頭Winny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24 日本社會現狀100景 住田哲郎著; 劉建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931 新韓檢中高級TOPIK2官方試題完全解析韓國教育振興研究會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6948 從天而降的創意思考法: 讓想破頭也想不到的點子,在無意識中降臨的48個思考練習江上隆夫著; 林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55 環島讀冊 曹馥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62 原味,每一天: 自然純蔬餐桌的簡單日常鵝黃色甜點廚房JAUNE PASTEL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79 科學小實驗,思辨大發現: 好奇小孩的100種STEM趣味遊戲,激發孩子與生俱來的創造力!艾希亞.希特羅(Asia Citro)著;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86 免烤模!大人感裝飾蛋糕: 學會4種基底x9招奶油擠花x10款花式抹面,初學者也能優雅上手森崎繭香著; 米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6993 商業英文寫作聖經: 向財富雜誌五百強企業顧問學習頂尖寫作技藝威瑪.戴衛森(Wilma Davidson)著; 劉佳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006 禪與掃除: 禪學思維X德國式整理術,趕走雜亂,重拾珍愛,整頓身心69條心靈富裕的法則枡野俊明, 沖幸子著; 葉廷昭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40

日月文化



9789862487013 大退潮: 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史蒂芬.D.金恩(Stephen D. King)著; 吳煒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020 給你一個親親 詩米莉媞.普拉莎登(Smriti prassdam-Halls)文; 沙拉.瑪西尼(Sarah Masssini)圖; 黃曉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037 無師自通！韓語文法基礎課 白宣基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044 跟連鎖經營顧問學開店創業: 從創業實戰到成立連鎖品牌總部的經營管理學陳其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051 最啟發人心的英文得獎感言: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051 最啟發人心的英文得獎感言: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068 New TOEIC多益新制黃金團隊5回全真模擬試題+詳解洪鎮杰, 李住恩, NEXUS多益研究所作; 謝宜倫, 嚴思涵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075 快速做方便煮,一個人的奢華小食光: 59樣懶人美食&常備菜x57道蔬食&家常料理,為忙碌生活增添風味主婦之友社編;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082 江戶那些事 山田順子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099 微醺,威士忌 多明妮可.傅菲(Dominique Foufelle)著; 邱惠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105 讀懂孩子情緒,100個「聽說問答」關鍵對話練習朵莉絲.赫克莫斯(Doris Heueck-Mauß)著; 楊婷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112 一鍋到底!義大利麵烹調懶人提案: 經典醬汁&異國調味&蔬食拌炒,20種麵體變化30道好味愛蜜麗.裴林(Émilie Perrin)著; 王晶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129 喚醒心中的白狼: 情緒探索、從故事通往內心,讓你幸福滿滿的38篇轉念練習及暖心寓言隆納德.史威普(Ronald Schweppe), 艾爾喬施瓦.羅恩(Aljoscha Long)著; 楊婷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143 我愛你,因為你就是你 麗莎.貝可(Liza Baker)文; 大衛.馬克菲爾(David Mcphail)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150 一發合格!我的33堂日語文法課 林士鈞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167 3天搞懂外幣投資: 跟著外幣致富,打敗定存,資產不縮水!梁亦鴻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487174 我們的,離島風物詩 許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181 大人的溝通全技術: 發揮暖特質,從提問到說服,全面提升對話影響力齋藤孝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198 說得一口好韓語: 掌握替換套用法,學會基本句型就能說得流利金珉秀著; Mana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204 媽媽陪著我 馬丁.湯瑪斯(Martin Thomas)文; 艾格.亞寇斯卡(Ag Jatkowska)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211 樂遊澳洲: 雪梨.凱恩斯.墨爾本.阿德雷德.伯斯鄭泰官, 鄭楊熹著; 陳曉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235 台南巷框: 遇見文學大師葉石濤的時光散步林致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293 愛我,不愛我: 從神學看單戀的倫理學蘿拉.史密特(Laura A. Smit)作; 李文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456 三川內燒 中里家展示: 傳承四百多年御用窯皇室獻上品中里博恒, 中里博彥作 平裝 2

9789869539463 破立: 從零開始: 簡福鋛創作個展 平裝 1

9789869539463 破立: 從零開始: 簡福鋛創作個展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972 食蔬廚房常備菜 施建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996 中式麵點新手聖經 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83800 中式麵點新手聖經 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83824 透視葡萄酒美學: 用葡萄酒體現畫框裡的品飲美學,描繪屬於自己的生活風味聶凡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831 美姬老師的幸福手作立體造型饅頭寶典王美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848 大廚教你做台灣小吃 呂俊男, 蔡依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日日幸福事業



9789869583855 大師解構再升級!77款網路人氣、名店經典麵包全書吳武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862 私京都 許朝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6614 墨韻微彩 瀰力村男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410 人生就是要出色 米諾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9427 溫柔陪在你身旁: Carol與貓咪們的生活。日常。胡涓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41192 物理實驗. 2017 丁逸, 蔣大鵬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241215 物理實驗. 106 丁逸, 蔣大鵬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241222 物理實驗. 106 丁逸, 蔣大鵬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9642 汽車環島熱門遊程 戶外生活圖書公司旅遊資訊部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035 覓,日常。: 探索都市叢林的咖啡廳、茶館。周昱伶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0318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博士生畢業展. 第四屆: 陳秋衛書法個展專輯: 落墨如聲陳秋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475 鍛鍊你的生存體力: 體能新貧族最需要的運動懶人包Fitology體能學研究工坊著; 宋佩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81547 集客變現時代: 香教你個行銷!讓你懂平台,抓客群,讚讚都能轉換成金流!陳禾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54 從步態看健康: 走對了,痠痛bye bye,身材回正!黃如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古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戶外生活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巴比頌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日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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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大大傳系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永實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257 隔花人近天涯遠 果実編繪; 庫摩道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0271 月光下的魔術師 果實編繪; 庫摩道奇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426 最新機車考照手冊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3674 圖解景觀設計史 Elizabeth Boults, Chip Sullivan原著; 張瑋如, 黃小玲, 蔡靜嫺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955 重校標音聲律啟蒙讀本吟誦合刊 車萬育甫著; 謝何美雪標音讀誦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94509 中餐烹調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素食)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4998 電子學(含實習)奪分寶典 陳俊, 陳以熙, 林瑜惠作 五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195261 中餐烹調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葷食)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95629 電子學(含實習)考前搶分秘笈 陳以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425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檢定學術科大全文字復興編輯小組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715 氣道中醫: 以氣治氣,以通為治 樊學鴻, 金蘚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22 劉渡舟傷寒論講稿 劉渡舟著錄; 王慶國, 李宇航, 陳萌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39 脊柱相關疾病治療學 鍾士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46 複雜中醫的極簡思考 樊學鴻, 金蘚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537 孩子說話心理學: 改變說話口氣,,孩子什麼都想跟你說天野光作;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44 生酮奇蹟實現教科書: 全身酮體循環啟動,就能越吃、越瘦、越健康白澤卓二著; 駱香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1575 膝蓋痠痛,自己可以救: 神奇三招輕鬆做，90%膝蓋不適症二周內痊癒黑澤尚監修;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15 換個說話口氣,孩子就會聽: 1分鐘神奇溝通術,孩子情緒可以這樣懂內田賢司著; 羊思媺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合

爪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今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字復興



9789869556422 女醫師教妳，一年瘦15公斤，肌齡少10歲的7堂課日比野佐和子著; 羊恩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39 料理細節不失手的美味百科: 在家煮,也可以是行家!從備料、洗菜、切工、下鍋到擺盤,每個環節都到位話題達人俱樂部作; 張嘉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46 威士忌的科學 崔斯坦.史蒂文森(Tristan Stephenson)作; 王悅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53 與孩子的美感對話: 當孩子塗鴉時,創意的美學教養從此開始金秀妍著; 葉雨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60 操控人性弱點の說服心理學: 大腦95%非理性思考,巧妙引導誰都會聽你的神岡真司作; 林妍蓁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2869 臥硯忘塵憂: 黃同慶硯雕作品 黃同慶作 平裝 1

9789868829169 石丁印痕 黃同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481 漫畫版軍事科普小百科. 航空母艦篇趙柏竣作; 林傳捷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498 災害應變小英雄: 火災、地震、颱風-漫畫圖解求生的關鍵時刻湯芝萱原作; 樊千睿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03 時尚水彩小女孩 糖果嗡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10 我想快快長大 洪宏文; 大Q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7427 從聽故事到閱讀 蔡淑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34 海上求生大作戰: 從海邊到海洋-漫畫圖解安全戲水全攻略陳默默原作; 樊千睿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41 叢林求生大作戰: 野炊、露營、探險-漫畫圖解遠離險境教戰守則貓米亞原作; 樊千睿漫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58 夜市長大的女孩 余益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65 OH...我好害怕... 劉彤渲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77472 蒸氣火車的起源: 給小學生的第一本火車科普書賴怡君腳本; 米奇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7489 喂!你是誰? 李健睿文; wwiinngg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212 大頭迪克生氣了 月亮YueNiang作; 辜筱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02229 蜜雪兒的惡魔奶奶 倪雪作; 林芳宇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02236 Bling Bling小公主選拔賽: 邋遢女孩大改造亦兒原創漫畫; 莊雅欣漫畫編劇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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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961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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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961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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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9611879 都市更新認證系列. 高階: 都市更新顧問師認證課程用書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1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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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786 把結構力變習慣: 結構訓練師教你如何運用待辦清單，從此不忙亂、不心煩、事半功倍大衛.史迪宏(David Stiernholm)作; 陳重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793 讓大家都喜歡你的NHK說話術: 聊天、工作、演講都通用的50個技巧一般財團法人NHK播報研修日語中心作; 葉韋利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文沛美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今周刊



9789869605908 誰的大學不迷茫 李尚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15 金融的智慧: 結合文學、歷史與哲學的哈佛畢業演講，教你掌握風險與報酬米希爾.德賽(Mihir A. Desai)著; 陳重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22 化繁為簡的逆思投資: 破解虧損行為的獲利心法陳志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39 頭痛女子完治手冊 五十嵐久佳監修;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46 知識變現: 微夢想、微行動、微習慣,開啟你的斜槓人生Angie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507 RESET轉世重生 如月由須羅作; 唯川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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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16357 起舞拂長劍 徐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307 三人行: 張文暄、鄭金太、歐陽鯤水墨聯展張文暄, 鄭金太, 歐陽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722 人性、環境、行為之互動說 蔡輝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60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會員聯展及交流. 106年王建生主編 平裝 1

9789869513777 初級經絡芳香理療實務操作手冊 胡仲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84 古梵語漢音供養法 胡仲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791 杜基的大宴賓客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006 渾天爺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013 警世因果錄 蔡輝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020 數位典藏之建構模式及其自動化系統研究蔡輝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037 神出鬼沒的世界 虞和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044 結合「體驗式學習」與「創新創業教學」於食品營養學系「工廠實務/工廠實務實驗」課程之教學成果王培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051 雛鴿逃命落溝渠 曠野之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401 記憶中的景緻: 劉耿一畫輯 劉耿一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和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空數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天使出版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林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分享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仁風文創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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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390572 朱子成德之學的理論與實踐 陳振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71906 著作權法實務問題研析 蕭雄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1164 電腦服裝打版實務 羅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468 表演. II, 人物的塑造 楊雲玉, 呂義尚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2598 <>詞彙探析 周碧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604 神怪及傳奇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642 流通管理概論: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2734 漢字教學與趨同演化 吳華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789 新編六法參照法令判解全書 林紀東等編纂 88版 精裝 1

9789571192871 圖解西班牙語發音 王鶴巘著 二版 其他 1

9789571192925 親屬法: 理論與實務 高鳳仙著 十八版 平裝 1

9789571192932 性別主流化: 臺灣經驗與國際比較黃淑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963 50則非知不可的建築學概念 菲利普.威爾金森(Philip Wilkinson)著; 劉吉熙, 楊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970 我。文學時光: 燦爛的閱讀 陳淑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2987 我的嘴巴是一座火山! 茱莉亞.庫克文; 嘉莉.哈德曼圖; 呂行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2994 班級經營 林進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052 當快樂腳不再快樂: 認識全球暖化汪中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090 模式、理論及系統在地理學的分析與應用張政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106 為何從事間諜行為?不確定年代的間諜活動佛德列克.赫茲(Ferdric P. Hitz)著; 蕭銘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113 建構式新聞 何日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120 女王的教室. 1: 國文老師一定要告訴你的終極祕密!陳怡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3137 PLANTEC: 跨界建築事務所 日経アーキテクチュア編; 謝宗哲譯 平裝 1

9789571193151 苦瓜臉不見了 茱莉亞.庫克(Julia Cook)作; 阿妮塔.杜法拉(Anita Dufalla)圖; 周姚萍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3168 人文臨床與倫理療癒: 余德慧教授紀念文集余安邦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205 暨情．好讀 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師群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229 文創: 行銷與管理 鄭自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236 出動!救難小英雄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250 看地圖學世界歷史 孫淑松, 黃益, 吳豔玲著 一版 精裝 1

9789571193267 輕鬆學好高中數學 洪鋕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274 差異化班級學生評量 Carol Ann Tomlinson, Tonya R. Moon著; 張碧珠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281 童年的秘密 瑪麗亞.蒙特梭利著; 梁海濤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304 醫學分子檢驗 王聖帆等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3311 刑事程序法典 林朝雲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571193328 樹病學 張東柱, 傅春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五南



9789571193359 遇見幸福4.0: 18篇人生暖暖練習題林爵士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366 集體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3373 圖解消防工程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380 刑事實體法典 林朝雲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571193397 個別勞工法: 理論與實務 楊通軒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3403 大學國文 蔡忠道主編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3410 當代策展藝術及實踐: 身體、性別、科技陳明惠著 平裝 1

9789571193427 實用土地法精義 楊松齡著 十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3434 諮商輔導學辭典 樊雪春, 樊雪梅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1193441 火災學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458 新編大學國文 方怡哲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3465 跨國犯罪 孟維德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3472 污水與廢水工程: 理論與設計實務陳之貴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496 班級經營: 理論與實務 吳明隆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3502 封神演義 (明)許仲琳原著; (明)李雲翔續著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3519 統計學的思路: 論理與應用 黃旻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3526 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 林洲富著 12版 平裝 1

9789571193533 半總統制下的權力三角: 總統、國會、內閣吳玉山, 沈有忠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540 生命.海洋.相惜: 詩文精選 吳智雄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557 中文閱讀與表達: 多元文化的交響王淳美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3588 土砂災害與防治 連惠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595 犯罪偵查實務 黃鈞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618 租稅法規: 理論與實務 黃明聖, 黃淑惠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93625 當前臺灣重大教育問題的診斷與對策黃昆輝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632 策略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3649 低視力學 許明木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656 旅館意外事故管理的案例與預防 陳牧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663 訊號、系統與通訊原理 武維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687 傳播福利經濟學: 能力取徑的傳媒研究王盈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17 生命讀寫任意門 明道大學閱讀與書寫課程教材編寫團隊主編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3724 您不可不知道的幹細胞科技 沈家寧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748 災害管理: 13堂專業的必修課程 王价巨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79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西班牙語版)楊琇惠編著; 吳琇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86 華語趣味成語(印尼語版) 楊琇惠編著; 李良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793 實用生活華語不打烊. 初級篇(越南語版)楊琇惠編著; 陳瑞祥雲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3816 鋼結構設計 李錫霖, 蔡榮根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830 物聯網實作: Node-RED萬物聯網視覺化陸瑞強, 廖裕評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3878 光學薄膜設計模擬實習 葉倍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885 園藝作物繁殖學 朱建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892 警察法規概論 羅傳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908 圖解倫理學 梁光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3915 都市建築與文化 孫全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922 高科技產業製程安全技術與管理: 本質較安全設計陳俊瑜, 張國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960 人類幸福論 約翰.格雷(John Gray)著; 張草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977 圖式年表: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 乃南亞沙作; 沈玉慧, 蕭家如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3984 法學概要 陳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3991 民法總則 陳猷龍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1194011 論文統計分析實務: SPSS與AMOS的運用王正華, 陳寬裕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028 開啓創意的「英美文學作品導讀」李麗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035 國際金融與匯兌 張錦源, 康蕙芬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042 經濟與財務數學: 使用R語言 林進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4059 土地登記 陳淑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080 應用統計分析: SPSS的運用 陳寬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097 警察與犯罪預防 孟維德, 黃翠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103 個別勞動法之體系理解與實務運用陳逢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158 演員筆記: 表演工作者的實務手冊Melissa Bruder等著; 沈若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172 點字: 功能性學習策略 Diane P. Wormsley著; 黃國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189 圖解向量與解析幾何 吳作樂, 吳秉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196 一大袋擔心鬼 維吉妮亞.伊倫塞(Virginia Ironside)作; 法蘭克.羅傑斯(Frank Rodgers)繪; 呂行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4202 調皮鬼,不可以喲! 艾倫.賈瓦尼克(Ellen Javernick)作; 寇琳.瑪登(Colleen M. Madden)繪; 李雅茹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4233 氣候變遷與全球治理 楊惟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233 氣候變遷與全球治理 楊惟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240 泰國政治經濟與發展治理: 皇室軍權、區域經濟與社會族群視角宋鎮照, 洪鼎倫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257 永續敗戰論: 戰後日本的核心 白井聰著; 黃錦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271 不用數字的研究: 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蕭瑞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4318 52則非知不可的古典音樂學概念 張詩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332 猶太人入門 蕭曦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356 古坑歷史與產業 王政中等著; 巫銘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394 論文寫作不藏私: 文史哲教授通通告訴你林香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400 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 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陳龍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417 從世界名著經典閱讀,提升你的人文閱讀素養(歐洲篇)陳嘉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431 當虛擬實境和人工智慧齊步走: 從現實、科幻、產品、企業到未來的影響王寒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448 閱讀力: 三招教你破解閱讀密碼，強化競爭力陳嘉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486 芝麻開門: 進入視覺藝術的世界 張美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493 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 蔡清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516 圖解專利法 曾勝珍, 嚴惠妙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523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好學 鄭安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530 精彩漢語: 初級漢語教材 信世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547 你沒看過的數學 吳作樂, 吳秉翰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561 警察偵查實務: 探論虛偽供述 陳宏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585 歷史上真實的耶穌 李雅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08 紅妝與痛史: <>暨南明史略論稿 陳雲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15 不動產投資與土地開發: 附國土計畫實務探討與估價應用邢進文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4622 大型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46 當<>人物遇上九型人格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53 華語文創新教學教法 楊琇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60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西班牙語版)楊琇惠編著; 吳琇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84 超圖解工業4.0時代產業管理秘訣: TP管理王基村, 鄭豐聰, 吳美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691 傳統與現代的哲學反思: 當傳統文化遇上3C中國哲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707 圖解社會科學 莊克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714 一帶一路: 帶你走入中亞的歷史 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著; 李政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721 不用出門補習，寫好學測作文不難汪彤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738 生氣的紅魔怪 蜜黑耶.達隆瑟(Mireille d'Allancé)著.繪; 林琬淳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4745 自殺論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著; 馮韻文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752 教學實務研究與教研論文寫作 劉世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769 個資解碼: 一本個資保護工作者必備的工具書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著2版 平裝 1

9789571194776 麵包製作 葉連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783 美學原理 克羅齊著; 朱光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837 如何成功念好法律: 法律人專業學習方法林恩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4844 醫藥健保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1版 平裝 1

9789571194851 圖解中國哲學史要略 張勻翔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868 法國寓言故事. 1: 森林裡的嘉年華雍宜欽編著; 雍惟婷, 黎省思插畫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875 青少年的聖經故事 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著; 東.克拉克(Don Clark)繪; 謝宗哲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4899 請問盧梭先生: 教育學核心議題 林逢棋, 洪仁進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194912 給水工程原理與設計 陳國宏, 陳怡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929 泥沙運行學 詹錢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936 專利與企業經營策略: 理論與解析黃孝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943 中藥品質安全及發展策略 林南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967 唐詩的樂園意識 歐麗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974 鄭振鐸講文學 鄭振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01 日本刑法翻譯與解析 甘添貴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18 德國刑法翻譯與解析 甘添貴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25 憲法新分類及其意義 戚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32 走進跨領域和自主學習的通識課 游適宏等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49 證券交易法律風險探測 施茂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56 一帶一路: 帶你走入印度洋的歷史艾德華.艾爾柏斯(Edward A. Alpers)著; 楊明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63 多層次模型(HLM)及重複測量: 使用STaTa張紹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5070 小時候,小石猴: 臺灣獼猴的故事 洪佳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087 國際私法: 理論與經典案例研析 吳嘉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094 歐洲概論 方子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5117 謝謝你,咪咪 阪本義喜原創; 內田美智子作; 趙拓翔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131 半導體製程設備技術 楊子明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148 圖解數學 吳作樂, 吳秉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155 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 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蔣竹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162 護理與人文: 教師發展與課程設計葉美玉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179 法國寓言故事. 2: 頑皮動物的異想世界雍宜欽編著; 雍惟婷, 黎省思插畫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193 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16 公務人員權義論 劉昊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23 男孩+機器人 艾咪.戴克孟著; 丹.亞克林諾繪; 呂行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230 憲政運作與選制改革: 比較的觀點王業立, 蘇子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47 FUN輕鬆玩數學 劉慧梅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5254 第一夫人: 美國當代第一夫人們的魅力與權力凱特.安德森.布勞爾(Kate Andersen Brower)著; 李雅茹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78 建築物理環境 陳炯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85 教師專業發展: 過去與未來 林思騏, 陳盛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292 實用中英翻譯法 彭登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308 質性研究: 設計與施作指南 Sharan B. Merriam, Elizabeth J. Tisdell著; 邱炳坤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315 法學概論 陳麗娟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1195322 比較政府與政治 胡祖慶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1195339 圖解法律 楊智傑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5346 虎口下的國家: 臺灣與波蘭 黃秀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353 法庭口譯: 理論與實踐 陳雅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360 人的行為: 經濟學專論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 謝宗林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377 法律的概念: 古典爭議的終結 戚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384 馬克斯與時代批判 洪鎌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391 論語故事: 孔子與他弟子們的故事張德文著 3版 平裝 1

9789571195407 培養智慧的信仰與不信仰: 宗教教育導論Nel Noddings著; 劉幸, 尹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414 神之路: 基督宗教導覽 李新霖著 平裝 1

9789571195421 自然維他命: 虛擬時代連結生命的最佳補給Richard Louv著; 葉育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438 道德情感論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著; 謝宗林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5445 老師好好說: 發揮語言在兒童教育的影響力Peter H. Johnson著; 李政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452 訴訟文書撰寫範例. 刑事編 何志揚, 何孟育著 三版 精裝 1

9789571195469 專業倫理: 工程倫理 饒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476 進階西班牙語文法速成 王鶴巘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5483 閩南語字音字形好撇步 鄭安住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490 東南亞經貿: 政治、投資與企業經營(含南亞)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506 孩子的第一本美術鑑賞書 蘇菲.克列波恩(Sophie Crépon)著; 亞蘭.博耶(Alain Boyer)繪; 許馨尹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513 孩子的第一本建築鑑賞書 伊莉莎白.德隆碧(Elisabeth de Lambilly)著; 亞蘭.博耶(Alain Boyer)繪; 李卿茹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544 促銷管理: 實戰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5551 專業倫理: 企業倫理、法律倫理、設計倫理、一般倫理秦宗春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568 刑事訴訟法新理論與實務 陳宏毅, 林朝雲著 四版 精裝 1

9789571195575 專業倫理: 科學與倫理、一般倫理吳宗遠, 林文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582 專業倫理: 教育倫理、一般倫理 林文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599 現代企業經營法律實務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605 生涯規劃 張添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612 智慧財產權法: 案例式 林洲富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1195636 左傳故事: 邪惡製造者vs忠誠衛士張德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643 左傳故事: 為了夢想的輝煌 張德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650 詩經楚辭評議 林祥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667 專門用來打好幾何基礎的數學課本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著二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571195674 琉球沖繩的光和影 朱德蘭主編;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策劃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681 速讀國貿實務精華: 最好吸收的國貿問答錦集王有康, 童中儀, 黃振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698 當代詩學. 第十二期 陳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711 政府採購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728 論交通事故與交通執法 張文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735 一開口就會說越南語 Sam Brier, Linh Doan著; 張錦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742 牆 鄭震鎬作.繪; 劉芸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195759 差異化班級: 回應所有學習者的需求Carol Ann Tomlinson著; 張碧珠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766 高齡者團體藝術治療: 失智症的介入與預防活動手冊林端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773 圖解外科護理學 方宜珊, 黃國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780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 中國大文豪故事周紘立撰稿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797 最新簡明六法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48版 平裝 1

9789571195803 臺灣幼教史 洪福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810 創造力: 理論、教育與技法 張世彗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5827 拼出創意: 最能激發孩子創造力的親子手作書許穎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834 圖解智慧財產權 曾勝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841 民事訴訟法新論 林家祺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5858 經營專案管理知識體系 魏秋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865 植物生理學 蔣德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872 UNITY從2D到3D 盛介中, 邱筱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896 醫護倫理學 盧美秀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5902 一帶一路: 帶你走入絲路的歷史 劉欣如(Xinru Liu)著; 李政賢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26 給少年社會科學家: 小論文寫作及操作指南鄭中平, 顏志龍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33 入世賽局: 衝突的策略 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著; 趙華譯; 高銘淞校訂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5940 農藥這樣選就對了: 抗藥性管理必備手冊許如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57 專業與堅持：23則餐旅專業經理人的故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64 森林經營學理論釋義 林金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88 中小學生認識戲劇的第一本書 李育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5995 中國大陸研究概論 過子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022 圖解微積分 黃義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039 重返榮耀: 解構21世紀日本政治的新進化鄭子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046 工程與法律十講 林明鏘, 郭斯傑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053 職業教育與訓練 張添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060 資源循環概論 劉維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084 海洋災害應變與環境永續管理 吳東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091 金融科技發展與法律 谷湘儀, 臧正運編審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107 成為大數據電子商務人才的第一本書鄭江宇, 許晉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121 圖解消防危險物品 盧守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138 R語言: 量表編製、統計分析與試題反應理論陳新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169 SPSS問卷統計分析快速上手秘笈 吳明隆, 張毓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176 勞工法規 五南法學研究中心編輯 26版 平裝 1

9789571196183 身後: 宋代禮法中的官民喪葬 沈宗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190 表演藝術應用: 教學、療育、引導范聖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220 企業管理: 實務個案分析 戴國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6244 植物醫師指南 孫岩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268 實用非訟事件法 林洲富著 11版 平裝 1

9789571196275 校長真誠領導: 理論與實踐 馮丰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282 遊程規劃實務. II 鍾任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196299 行銷學: 精華理論與本土案例 戴國良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6374 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 吳清基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459 圖解行政學 汪正洋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473 圖解人力資源管理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565 組織與管理 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著; 杜建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572 國家考試作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領李智平作 六版 其他 1

9789571196589 Google Analytics疑難雜症大解惑 曾瀚平, 鄭江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26 例解勞動基準法 張清滄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196657 食品安全法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作三版 平裝 1

9789571196671 華語文閱讀測驗. 中級篇(泰語版) 楊琇惠著; 林漢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695 華語文閱讀測驗. 初級篇(泰語版) 　楊琇惠著; 林漢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25 十小時讀懂國高中六年的世界史 宮崎正勝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56 超圖解總體經濟學入門: 考試全攻略‧快速上手石川秀樹著; 徐先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63 學生輔導與學校社會工作 林萬億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70 周姚萍講新成語故事. 1, 禿禿山與禿禿鳥　周姚萍著; 王宇世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794 圖解財務管理 戴國良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800 雅俗台語面面觀 洪振春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824 圖解情緒教育與管理 邱珍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831 B2B企業英語會話. 業務篇 李純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6848 陳安如老師的小學生寫日記技巧課陳安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886 批判和實踐典範的會診初探: 以臺灣電視遊民新聞為例許志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916 液壓與氣動 胡僑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923 做自己的小醫生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930 有趣的兩棲、水族與植物王國 學習樹研究發展總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6954 歐洲貿易法 陳麗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196978 校務研究: 觀念與實務 張芳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96992 化妝品皮膚生理學 張效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005 國際貿易實務 莊銘國, 李淑茹著 六版 其他 1

9789571197128 幼兒心理學 陳幗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197173 智慧財產權法專論: 智慧財產權法與財經科技的交錯曾勝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180 著作權法實務問題研析. 二 蕭雄淋著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97180 著作權法實務問題研析. 二 蕭雄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7197 貝氏統計導論 楊士慶, 陳耀茂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1197265 港口管理入門 張雅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0177 北臺灣宣教報告: 北部宣教、醫療及教育之紀事. 1902-1914陳冠州, Louise Gamble(甘露絲)主編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101 快點來江原道 梁昭嬉, 杜彥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82

送存冊數共計：287

中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容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原大學建築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563 中原建築畢業設計作品集. 2017 中原建築53屆畢業班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94468 少年們想從側面看煙花 岩井俊二著; 王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666 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 卷一, 入唐 夢枕獏著;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4994 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 第三部, 胡術夢枕獏著; 徐秀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07 陰陽師. 第三部, 付喪神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045 吸血鬼 岩井俊二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52 史蒂芬.柯瑞: 無所不能的NBA神射手湯姆森二世(Marcus Thompson II)著; 梁起華, 邱紹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069 我想寫信給太陽. 1 河野史代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76 我想寫信給太陽. 2 河野史代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83 人類補完計畫: 考德懷納.史密斯短篇小說選考德懷納.史密斯(Cordwainer Smith)著; 黃彥霖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090 慢讀聖經: 寫給每個人的生命智慧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06 轉角遇見經濟學: 改變現代生活的50種關鍵力量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著; 林金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13 慢慢來: 大自然教會孩子從快到慢的生活方式艾普爾.普利.塞爾(April Pulley Sayre), 凱莉.墨菲(Kelly Murphy)著; 陳宛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37 陰陽師. 第四部, 鳳凰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144 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 第四部, 不空夢枕獏著; 林皎碧, 徐秀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68 月經不平等 艾莉絲.迪艾波(Élise Thébaut)著; 劉允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75 最後的國度 約翰.克勞利(John Crowley)著; 魏靖儀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95182 一袋彈珠 約瑟夫.喬佛(Joseph Joffo)著; 范兆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99 我們悲慘的宇宙 史嘉蕾.湯瑪斯(Scarlett Thomas)著; 金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212 精準撩動人心的戀愛人類學 張玉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229 美麗與哀愁 川端康成著; 林水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243 陰陽師. 第五部, 龍笛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250 墨水戰爭. 2, 禁書陷阱 瑞秋.肯恩(Rachel Caine)著;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274 被遺忘的新娘 岩井俊二著; 亞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281 孕.動.瘦 張保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595304 M,專屬魔法: 尼爾.蓋曼自選短篇輯. 2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林嘉倫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904 中租榮光 褚親親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59911 中租榮光 褚親親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492 不可思議的18套健康之道 林國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中租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氣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馬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2301 兩岸文學對話錄 文訊雜誌社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2325 記憶裡的幽香: 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百年紀念版文訊雜誌社主編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6102356 青春悲懷: 台灣愛滋戰場紀實戲劇汪其楣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329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PSERCB: 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宋裕祺, 蔡益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8336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SERCB: 理論背景與系統操作宋裕祺, 蔡益超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5428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學術論文專輯. 106年度宋修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634 邁向永續發展社會之日語教育與日本文化研究試探: 中國文化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年方献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627 肌少症實務應用研討會輯要 翁德志等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813 超音波技師訓練與認證研討會論文集. 2017羅玲玲, 詹東霖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309 什麼才是美學: 審美論述. 四篇 楊瑞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16 葉孟儒專輯錄音鋼琴獨奏會. 2013: 貝多芬<>詮釋與論述葉孟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23 以深度學習實現個人資料安全分析. 模型建置陳威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47 新科技媒體時代動畫藝術之探索: 動畫的設計構成與表現(楊錫彬動畫設計創作報告書)楊錫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54 雙澤與他的朋友們: 紀錄長片創作報告楊祖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61 綠島 黃秋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文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土木水利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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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化大學動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工業職業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日語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603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報. 2018106學年度畢業班全體同學製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820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29TH(指控FIN CON)畢業特刊. 2018許雅雯執行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6837 壁報論文競賽成果集. 2018 黃盟元, 熊同銓, 潘明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4767 蓄勢: 為受困的臺灣 王美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743 堅持價值: 賴振昌國會實戰錄 賴振昌著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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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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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4958 刺蔣鄭自才回憶錄 鄭自才, 張文隆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65 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 環境史的視野劉翠溶, 畢以迪(James Beattie)作; 劉翠溶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72 歷史的盲目 馬克.費侯著; 林舒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89 笨蛋,問題在政治 游盈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4996 我為何成為美國公民: 我的猶太人旅程索爾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02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 盧世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19 自由的火種: 胡適與林語堂 周質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3028 妙筆生花 龔顯男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78934 Hito: 微生物免疫學 吳念華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5778965 Hito: 精神科護理學 淩荃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5778996 Hito: 兒科護理學 王英, 朱英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575935 Hito: 護理行政 謝謙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75942 普通生物學 沈浩, 沈芃萱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75959 完全攻略本. 二, 閱讀與測驗 張文忠著 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及第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元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廣告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園生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17764 PISA 2015臺灣學生的表現 佘曉清, 林煥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771 原來如此 王銘涵, 孟瑛如文; 謝慧珍圖; 吳侑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818 龍生九子 孟瑛如文; 謝慧珍圖; 吳侑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7832 社區照顧的理論與實際 黃旐濤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863 幼兒玩科學: 主題性科學遊戲 高家斌, 白沛緹, 高婉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887 新課綱想說的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理念與發展幸曼玲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924 質性研究設計: 互動取向的方法 Joseph A. Maxwell著; 陳劍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931 注音High客: 我的注音遊戲書 孟瑛如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7948 回到愛裡: 心理劇、社會計量與社會劇的實務運用游金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979 面向21世紀的幼兒教育: 探究取向主題課程周淑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7986 給過動兒父母的八把金鑰 辛蒂.戈德里奇(Cindy Goldrich)著; 吳侑達, 孟瑛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006 自己的快樂自己找 孟瑛如文; 林慧婷圖; 吳侑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8013 大鵬鳥學飛記 孟瑛如文; 閻寧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8044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實踐: 以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方案教學為例幸曼玲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051 關係密碼: 打造依附關係的八把金鑰Daniel A. Hughes著; 黃素娟, 張碧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075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 我的注意力遊戲書孟瑛如, 簡吟文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18082 壓力圓舞曲: 大學生的壓力管理 王淑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18099 幼兒科學教育: 探究取向 陳淑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112 特殊教育學生的正向行為支持 洪儷瑜等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1918129 資深國小校長的經驗與智慧: 且聽眾校長道來林文律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136 諮商理論與實務: 從諮商學者的人生看他們的理論駱芳美, 郭國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150 熊伯伯的小吃店二部曲 郭義宏, 孟瑛如文; 林慧婷圖; 吳侑達英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918167 差異化教學 林佩璇, 李俊湖, 詹惠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174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張世彗, 藍瑋琛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1918198 教學理論與方法 張清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18228 生命述說: 一位心理學家的反思與實踐樊雪春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734 打破思考藩籬: 開啟全新商業模式的企業創新法佐佐木哲也, 黑木昭博著; 陳光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741 臺灣國際平面設計獎. 2017 邱宏祥主編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705 神來之筆: 第二次文藝復興 玄玄上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6

心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日商近江屋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巴曼尼德士



9789868982819 和服著裝 太鼓結 王薇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000 迷航的國度 陳昭南作 平裝 1

9789869547000 迷航的國度 陳昭南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1352 美國新家園 吳宗錦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405 Taichi: Wang's martial art fitness studio余麗玉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533 55年鑑: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18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575 易經入門精義 楊仕哲編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8582 針灸臨床技能訓練課程手冊 陳必誠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6778629 隋唐醫籍中有關「癥瘕積聚」的新認識闕麗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778636 中國醫藥大學六十年發展史 吳嵩山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3278 中國攝影學會年鑑. 2018 郭奇男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162 導引: 請跟我來 徹聖上師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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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瓶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基福老師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六都春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中國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乘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釩廣告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醫藥大學



9789866594373 桃園文化廊道 梁家祺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2270 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中華大學管理學院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7013 妙法蓮華經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3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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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939429 《華嚴經》的空間美學: 以為主 陳琪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436 華嚴世界的修行 胡順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443 席勒與孔子的美育思想探析: 由席勒對康德的批判談起(簡體字版)李宗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450 席勒與孔子的美育思想探析: 由席勒對康德的批判談起李宗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481 道沿聖以傳經: 《文心雕龍》反饋《周易》關係研究(簡體字版)洪增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498 道沿聖以傳經: 《文心雕龍》反饋《周易》關係研究洪增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04 唐人生命思想之多元探討(簡體字版)周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11 唐人生命思想之多元探討 周誠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28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 1786-1816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簡體字版)游博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35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 1786-1816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游博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42 王官與正統: 《昭明文選》與蕭梁帝國圖像(簡體字版)許聖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59 王官與正統: 《昭明文選》與蕭梁帝國圖像許聖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66 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Proceedings: the 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nmic thought(簡體字版)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73 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Proceedings: the 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nmic thought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80 新世紀公司法研究論叢(簡體字版)楊君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597 新世紀公司法研究論叢 楊君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03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的心靈教學(簡體字版)洪燕梅著; 徐樂恆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10 解放漢字,從「性」開始: 論漢字文化的心靈教學洪燕梅著; 徐樂恆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27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服務新建構(簡體字版)簡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34 數位時代圖書資訊服務新建構 簡秀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41 大數據下多變量應用分析 謝邦昌, 陳銘芷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58 大數據常用之編程軟體概述及應用謝邦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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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3939696 僕僕風塵: 戰後蔣中正的六次北巡(1945-1948)胡平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702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二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719 <>研究: 以編纂與天文曆法詮釋體系為對象戴榮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726 廣域圖書館導論 顧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39757 文返樸而厚質: 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建構陳祺助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文史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華文創



9789863939764 文返樸而厚質: 王船山「道德的形上學」系統之建構陳祺助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939740 宋詩特色之發想與建構 張高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39818 文獻蒙拾: 清代圖書目錄集部提要管窺鮑廣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2173 開始到紐西蘭打工度假 蔡弦峰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197 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 潘錫鳳, 陳喬文, 黃雅詩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203 群言堂的草根生活: 來自幸福鄉下石見銀山松場登美作; 陳怡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210 日本中部深度之旅: 愛知.三重.靜岡.岐阜.長野.富山阿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227 手釀梅子廚房: 小分量釀梅+以梅入菜的32道食譜若山曜子作; 劉又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234 搭地鐵玩遍香港 三木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241 日本東北深度之旅: 青森.宮城.岩手.秋田.山形.福島(附:函館.枥木)三小a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258 Traveller's東京聖經 許志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265 開始在荷蘭自助旅行 陳奕伸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2272 羅馬、梵蒂岡深度之旅 潘錫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289 開始在普羅旺斯自助旅行 曾一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296 沙漠國家探索之旅: 摩洛哥.埃及.約旦陳慧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302 開始在英國自助旅遊 李芸德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2319 超簡單彩繪水墨畫: 毛筆也能畫水彩酒井幸子作; 郭寶雯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326 紐約 許志忠作 六版 平裝 1

9789863362333 開始在冰島自助旅行 林佩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340 用鐵路周遊券輕鬆玩東日本: 東京.關東.中部.立山黑部.東北.北海道摩那卡, 瓦拉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357 《積存時間的生活》續集: 從兩個人到一個人津端修一, 津端英子口述; 水野惠美子採訪撰文; 李毓昭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364 開始在歐洲自助旅行 蘇瑞銘, 鄭明佳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371 溫哥華深度之旅(附:溫哥華都會區.維多利亞市)海馬老爸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401 開始在德國自助旅行 林呈謙, 時小梅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425 今日公休: 90歲書店老闆的生命情書坂本健一作;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8129 絕美肉燥的三十道滋味: 以肉燥為基底,做出美味簡單的好料理心晴編輯小組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895 多動力就是你的富能力 堀江貴文作;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01 神啊!我不想再努力了,請直接告訴我成功的方法吧!大木雪野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18 暗黑技術: 讓老闆挺你，讓部屬服你木村尚敬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25 拉筋瘦身T型枕: 躺著就能鬆背.瘦小腹.雕塑體型.肌肉排毒小野晴康著; 龔婉如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32 窮忙世代的翻身準則 艾兒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49 小心瘦錯了！瘦小腹又豐胸的美體雕塑法Micaco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2

太雅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心晴



9789861754963 蘿拉老師的心靈拼貼®: 手做牌卡,找出你內心最渴望的答案蘿拉老師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70 女性荷爾蒙必修課: 影響女人一生,比愛情和麵包更重要的事黑住紗織, 佐田節子著; 高宜汝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11017 好爸爸的幸福餐桌: 聰明吃出美麗健康與長壽(簡體字版)陳旺全, 白志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024 我們不願面對的食安真相(簡體字版)白志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055 老兵, 永不凋零 李仁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185 老兵,永不凋零(簡體字版) 李仁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253 誰是大富翁? 顧素華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260 我們不願面對的食安真相 白志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277 好爸爸的幸福餐桌: 聰明吃出美麗健康與長壽陳旺全, 白志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284 空姐飛常不簡單: 我的空服生涯全紀錄王麗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291 空姐飛常不簡單: 我的空服生涯全紀錄(簡體字版)王麗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07 我的百歲母親手記: 拙耕園故事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14 我的百歲母親手記: 拙耕園故事(簡體字版)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21 帶來幸福的巴哈花精占卜: Bach Flower Oracle Cards bring happiness into your life曹惠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38 開運!你可以這樣玩: 水精靈擺 曹惠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45 帶來幸福的巴哈花精指引卡: Bach Flower Oracle Cards bring happiness into your life(簡體字版)曹惠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52 開運!你可以這樣玩: 水精靈擺(簡體字版)曹惠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69 世界名牌狗咬豬: 正妹潮男時尚必讀小故事吳澄瑛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390 誰是大富翁(簡體字版) 顧素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420 國語演說國賽潛規則 胡蕙文, 洪傳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437 閩南語演說實戰寶典 洪傳宗, 胡蕙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11451 近代名人文化紀事 陳添壽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468 哥兒們 張滌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475 六個女人在紐約 張滌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11536 日子: 小埔社過往 吳元祺, 林宣妤, 游唯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607 臺灣國際書法水墨畫聯展2017專輯林茂樹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704 Frontiers oral and maxillofacial imaging. 2017: proceedings of 21th IADMFR/TAOMFR 2017 world congress, Kaohsiung, Taiwaneditor-in-chief Li-Min Lin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507 搭橋人/半世紀建築代銷之路 蘇玉珠, 楊越涵撰稿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方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動產代銷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中華甲骨文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4062 國際專業實務架構(IPPF) The IIA Internal Audit Foundation原著; 林柄滄, 陳錦烽譯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8924079 企業風險管理: 整合策略與績效 美國COSO委員會原著; 王怡心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755 國際行銷暨1000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主編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5328 偏遠地區推動社區長期照顧服務工作手冊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主編; 吳淑瓊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0552 建築技術規則. 107年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8626 TIIBS管理專業能力認證: 初階「企業管理證照」題型題庫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著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2219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活動手冊暨論文集. 2017陳俊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8228 冰水機出廠性能測試程序 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執行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6554 左右為難的專業抉擇: 社會工作倫理案例彙編. 第四輯秦燕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外銷企業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內部稽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社工師公會全聯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道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休閒治療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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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12276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李瑞烈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12283 道德經講記. 道部 李瑞烈講述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8512290 道德經講記. 道部 李瑞烈講述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606608 道德經講記. 道部 李瑞烈講述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971 保險經營論壇. 第五輯 廖述源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7716 入菩提道次第: 顯明佛陀密意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Sakya Pandita Kunga Gyaltsen)著; 澤仁札西堪布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808 追尋永恆的快樂: 現代人的17堂佛法課桑珠堪布(Khenpo Samdup)作; 孫書林英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404 北管亂彈.雞籠馨傳: 在地記憶走讀篇游淑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895 運動教練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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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71533 Joi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Collaboration (eMDC) &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SSM). 2017: Proceedings of Technical of Papers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4491 鋼結構銲道目視檢查手冊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台灣銲接協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8694491 鋼結構銲道目視檢查手冊 中華民國鋼結構協會, 台灣銲接協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運動教練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賢法譯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保險經營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密宗薩迦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鋼結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癌症醫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847 不忮不求醫者路 腫瘤醫學的導師: 王秋華梁妃儀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337847 不忮不求醫者路 腫瘤醫學的導師: 王秋華梁妃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7854 不忮不求醫者路 腫瘤醫學的導師: 王秋華梁妃儀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7524 運動科研選材法 許樹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9665 The English Language, a Colour Word Compendiumby John B. Hutchings, Richard F. Gavitt, Michael R. Pointer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6537 萬善同歸集 智覺禪師延壽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6544 師父下課了! 鐘健平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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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3989 2018國際大數據與ERP學術及實務研討會、2018 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論文光碟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0941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陳正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00941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陳正改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8300941 臺灣近一甲子重大天然災害之回顧及探討陳正改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047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會議手冊. 2018第十屆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所有投稿作者作其他 2

9789869388054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專案競賽作品集. 2018第十屆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所有投稿作者作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551 中華信評評等報告年鑑. 2018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主編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印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體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色彩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信用評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防災學會出版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0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005 海峽兩岸城市管理論文集. 2017年莊睦雄, 劉廣珠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767 華颺50: 中華科技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刊李玉珍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693 阿育王時代變造佛教之史探. 上, 阿育王掌控僧團推行變造、分裂佛教之政策隨佛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700 釋迦佛陀的舍利: 1898年迦毗羅衛城考古出土佛陀遺骨之真相哈里.福克(Harry Falk)作; 中華原始佛教會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3467 盈暉齋藏書畫集 王頂村編著 精裝 第2冊 1

9789868413474 盈暉齋藏書畫集 王頂村編著 精裝 第3冊 1

9789868413481 盈暉齋藏書畫集 王頂村編著 精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6057 中華書道學會成立廿五週年作品展集中華書道學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138 中華茶藝獎: 全國雙杯式泡茶比賽. 第十二屆陳小風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705 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 2015年汪毓瑋主編 平裝 1

9789869288712 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 2016年汪毓瑋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88729 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 2017年汪毓瑋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204 女史精英: 藝韻超詣邀請聯展專輯(台、中、港、澳、加)方榮誠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原始佛教會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城市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國際女書畫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茶藝聯合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土安全研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書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4260 觀光領隊及導遊人員考試考前總複習精要題庫. 107年吳偉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7610 梨采風華: 中華梨韻創作學會書畫集中華梨韻創作學會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006 海峽兩岸植物保護學術交流研討會. 2017: 因應氣候變遷植物保護技術之新發展大會手冊林盈宏, 蘇俊峯, 林依佳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73792 中華集郵團體聯合會: 活動紀要特刊. 第七屆(2013.7-2016.6)何沐源等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151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8賴志松總編輯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7852 廈門大學陳元光文化論壇論文集. 2017年第四屆(簡體字版)塗白亮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413 奧林匹克憲章(中英對照本). 2016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組編譯 平裝 2

9789869480475 中華台北代表團參加2018年第23屆平昌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告書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153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 第七集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輯委員會主編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國際觀光休閒商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喬郵藝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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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梨韻創作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植物保護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編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25419 網際網路應用(專科用書) 張隆君, 胡蕙勻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25426 貨幣銀行學(專科用書) 鄭廳宜, 俞錚蓉, 劉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575725433 新聞英文(專科用書) 李欣欣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5725440 風險管理(專科用書) 王財驛, 謝淑慧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25457 個體經濟學(大學用書) 楊浩彥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25464 英語會話(專科用書) 魏中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575725471 組織行為(大學用書) 謝俊宏, 魏中瑄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25488 企業倫理(大學用書) 江梓安, 陳玫真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25495 投資學(大學用書) 鄭瑞昌等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5725501 債券市場(專科用書) 蔡錦堂, 林容如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5320 網路經濟對GDP的毛貢獻 陳筆, 彭素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503 精湛 經戰. 2018 吳放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5707 APEC簡明參考手冊 詹滿容主編 第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431 末後的事: 普世、個人. 卷一, 啟示文學爭論祝熊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5448 新約經文鑑別學 麥子格(Bruce M. Metzger)著; 康來昌譯1版 平裝 1

9789866355455 主護城傳奇: 欽岑多夫伯爵與十八世紀摩拉維亞復興史劉幸枝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15267 凌群看世界: 新聞漫畫集 楊心怡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886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7, 綜合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9789866724909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2017, 製造業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APEC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中經院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戰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中華漫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9789866724923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7年版, 資訊科技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930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7年版, 傳產集團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947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7年版, 金融證券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954 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7年版, 服務集團篇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724961 台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18年版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第1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883 你的口味決定你的婚姻 歐陽陽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3890 國學與中華傳統文化 白兆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01 戴安瀾傳 戴澄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18 人生周易. 第二冊: 厚德的人生 汪雙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25 人生周易. 第三冊: 沉潛的人生 汪雙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32 人生周易. 第四冊: 曲折的人生 汪雙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49 人生周易. 第五冊: 和美的人生 汪雙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56 幻想整合與和美人生 陳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63 人生周易. 第一冊: 奮進人生 汪雙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070 中國正義論的重建: 儒家制度倫理學的當代闡釋黃玉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0221 夆禾盃全國室內設計競圖比賽得獎作品集. 2012陳淳慧編輯.美工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302 燒傷遮瑕修飾彩妝理論與實務 陳姿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51950 東協經貿合作的法制研究 林清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1950 東協經貿合作的法制研究 林清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52933 再生能源政策與法律概論 高銘志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315 太極導引. 第肆號, 心 吳文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職人產業文化推廣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元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華聯創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中華優質生活設計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公義樹兒青展演團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7000 成鷹 叔軍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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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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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0888 台灣生態尋寶趣 許增巧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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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30901 噗噗音樂會 G. V.凡荷納賀頓文圖;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925 水果是怎麼長出來的? 婕爾達.繆勒(Gerda Muller)文圖; 徐麗松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730963 玩出100分科學腦: 做實驗、玩遊戲,激發孩子的學習動力珍.格林(Jen Green)作; 甘錫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007 小黑與大白 瓊瑤, 陳可嘉文; 陳可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021 害怕黑夜的大象 馬丁.巴赫塞特(Matin Baltscheit)文; 卡特林娜.西格(Katharina Sieg)圖; 林敏雄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65125 五榕畫會水墨畫集 黃華源等編輯群 平裝 第8集 1

9789572865125 五榕畫會水墨畫集 黃華源等編輯群 平裝 第8集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78858 觀照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文化編輯部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86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述<> 夢參老和尚主講; 方廣文化編輯部整理初版 精裝 1

9789867078872 普賢行願品大意 夢參老和尚主講 2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310 小婉心 管家琪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4389 知識性文本: 聽說讀寫,有策略!(低年級:讀本、學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396 知識性文本: 聽說讀寫,有策略!(中年級:讀本、學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402 知識性文本: 聽說讀寫,有策略!(高年級:讀本、學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419 知識性文本: 聽說讀寫,有策略!(國中:讀本、學習筆記)陳欣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501 溫美玉老師的祕密武器: 班級經營與寫作溫美玉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97912 客語小詩選 葉日松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天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五榕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文學街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787 女性頌 李文謙作 平裝 1

9789869327794 卡羅斯.劉.博拉榭: 線色光的異想 卡羅斯.劉.博拉榭(Carlos Laos Brache)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78111 漢語古今量詞辭典(簡體字版) 陳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478197 漢語分類詞之語意參數及分類詞之新定義陳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70790 敘事治療三幕劇: 結合實務、訓練與研究吉姆.度法(Jim Duvall), 蘿拉.蓓蕊思(Laura Beres)著; 黃素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0950 疾病的希望: 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 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 易之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0974 當生命陷落時: 與逆境共處的智慧(二十週年紀念版)佩瑪.丘卓(Pema Chodron)著; 胡因夢, 廖世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0998 民主藝匠: 公眾、赤貧家庭與社會體制如何結盟,攜手改變社會?約納.羅生福(Joan M. Rosenfeld), 唐弟予(Bruno Tardieu)著; 楊淑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01 公主走進黑森林: 榮格取向的童話分析呂旭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18 青年路德: 一個精神分析與歷史的個案研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著; 康綠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25 慈悲之書 佩瑪.丘卓(Pema chödrön)著; 雷叔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71032 敘事治療的精神與實踐 黃素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49 暴走小孩,淡定父母: 與特殊孩子的情緒共舞吳蕙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56 翻轉與重建: 家族治療與社會建構席拉.邁可納米(Sheila McNamee),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主編; 宋文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63 閱讀克萊恩 瑪格麗特.羅斯汀(Margaret Rustin), 麥克.羅斯汀(Michael Rustin)著; 連芯, 魏宏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70 愛.為你的心靈朗讀 楚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087 與狼同奔的女人 克萊麗莎.平蔻拉.埃思戴絲(Clarissa Pinkola Estés)作; 吳菲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1094 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父母與嬰幼兒的心理治療實錄露薏絲.艾曼紐(Louise Emanuel), 伊莉莎白.布萊德利(Elizabeth Bradley)編; 粘慧美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00 火星四重奏 麗茲.格林(Liz Greene)等著;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17 隱藏的學校 丹.米爾曼(Dan Millman)著; 殷麗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24 成為我自己: 歐文.亞隆回憶錄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著; 鄧伯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71131 生命轉化的技藝學 余德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55 微笑,告別: 對臨終者的精神幫助 陳世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62 故事‧解構‧再建構: 麥克.懷特敘事經典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著; 徐曉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79 故事、知識、權力: 敘事治療的力量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 大衛.愛普斯頓(David Epston)著; 廖世德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9644 活動設計新方法: 沒想到還能這樣辦活動盧爾.弗瑞森(Roel Frissen), 魯德.楊森(Ruud Janssen), 丹尼斯.賴爾(Dennis Luijer)作; 吳郁芸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五觀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文鶴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月臨畫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050 衝浪板上的哲學家: 從現象學、存在主義到休閒資本主義亞倫.詹姆斯(Aaron James)著; 邱振訓譯平裝 1

9789863601067 閒暇與無聊 國分功一郎著; 方瑜譯 平裝 1

9789863601074 閒暇: 一種靈魂的狀態 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著; 劉森堯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098 打坐與腦: 打坐的腦中腳印 朱迺欣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104 女性主義: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 Susan Alice Watkins文字; Marisa Rueda, Marta Rodriguez繪畫; 朱侃如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601111 後女性主義: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Sophia Phoca文字; Rebecca Wright繪畫; 謝小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128 後現代主義: 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Richard Appignanesi文字; Chris Garratt繪畫; 黃訓慶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135 啟蒙學叢書經典漫畫: 思潮系列 Susan Alice Watkins等文字; Marisa Rueda等繪圖; 黃訓慶等譯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1625 世界寓言 江怡葶編著; 張雅惠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1632 冒險故事 程怡菁編著; 夢想國工作室, 林柔瑧繪圖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3490 動物觸摸書 邱嘉慧作; 李文斌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506 動物的家觸摸書 邱嘉慧作; 李文斌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780 極致活用英漢辭典 莊雅芸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803 成語故事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作; 陳星甫, 王瑞閔, 郭仁修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3810 最新基本小六法 施茂林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865 最新詳明六法全書 施茂林, 陳維鈞主編 修訂四版精裝 1

9789864293889 小學生最好奇的十萬個為什麼. 恐龍篇洪邦程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896 日檢N1單字大全搶分進考場 世一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902 日檢N2單字大全搶分進考場 世一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919 日檢N3單字大全搶分進考場 世一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926 日檢N4.N5單字大全搶分進考場 世一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3964 三十六計 世一編企部編輯群作; 陳昭蓉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3971 白話論語 唐雅燕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2449 葉子奇: 返鄉之歌-給花蓮 葉子奇作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766 成語一千零一夜. 4: 裝傻浪子霸王路謝易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532 小鹿斑比 費利克斯.薩爾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549 青鳥 莫里斯.梅特林克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世一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加力畫廊



9789869558556 森林報 維.比安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563 小戰馬 歐內斯特.湯普森.西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570 祕密花園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587 頑童歷險記 馬克.吐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594 騎鵝旅行記 塞爾瑪.拉格洛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25 好兵帥克 雅洛斯拉夫.哈謝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01 地心遊記 儒勒.凡爾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143 集佛經偈語選. 四, 唐.顏真卿 吳清圳佛偈整理; 陳忠建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1638 上溫柔的勇氣: 蔡焜霖牢獄與思念之歌 精裝 1

9789862941706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 謝世忠著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941782 鹽水大飯店: 戴振耀的革命青春 陳增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1812 壯遊書海 吳豐山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2941850 德國風險: 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三好範英著; 薛芸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81 邪惡的開端: 陳儀及其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司馬嘯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898 長椅 保羅.費瑞特(Paul Verrept)文; 英格麗.果登(Ingrid Godon)圖;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904 少數說話: 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楊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41911 少數說話: 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多重視域楊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41935 隨興單飛葡萄牙: 一個女子的說走就走之旅陳貴芳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942 巴黎老奶奶的故事 蘇西.摩根斯坦(Susie Morgenstern)文; 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圖; 劉沁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959 新時代的台灣: 邁向正常化國家之路黃昆輝, 鄒景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959 新時代的台灣: 邁向正常化國家之路黃昆輝, 鄒景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966 媽媽成為媽媽的一天 長野英子著; 陳瀅如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1980 墓誌銘風景: 生命的亮光,人間的印記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1997 說好不要哭 吳易蓁文; 謝璧卉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000 阮ê青春夢: 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鄭麗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626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蔡秀鸞等編著 6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611633 最新實用內外科護理學 蔡秀鸞等編著 6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611640 護理行政學 廖美南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11657 數學 田益誠等編著 三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11664 基本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 八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11671 基本護理學 王桂芸等編著 八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正大光明毛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8

永大

送存種數共計：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226 SCI謎案集. 第三季 耳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0288 死刑之後 冷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0011 魔鬼學長與菜鳥學弟 BitterSweet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028 魔鬼學長與菜鳥學弟 BitterSweet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066 歡迎來到噩夢遊戲. 第一部 薄暮冰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080 歡迎來到噩夢遊戲. 第一部 薄暮冰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073 歡迎來到噩夢遊戲. 第一部 薄暮冰輪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940158 星辰騎士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0165 星辰騎士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940325 天庭出版集團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940332 天庭出版集團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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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59040 長笛小品100首 郭奕均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59057 長笛小品100首 郭奕均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333 食農教育與田園復興 鄭健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6731 心經.信心銘導讀 僧璨著; 吳耀宗導讀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6748 心經如來真實義 吳耀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764 中醫師開執業暨經營大全 林展弘, 羅明宇主編 初版 平裝 3

9789868934771 針灸常用穴位作用機理: 臨床病名治療穴位搜尋戴吉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7945 景觀主導之城鎮核心風貌再生與環境活化許晉誌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本心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1

必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白日夢創意開發

送存冊數共計：6

平心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左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700 妳: 未寄出的四十封情書 何守琦作 [第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560 這一年,我只說YES 珊達.萊姆斯(Shonda Rhimes)著;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77 喝對湯,養出好體質: 8種體質類型,60道保健湯方梁尹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84 精瘦練習: 抗老名醫教你永不復胖的秘密,打造完美體脂比例!簡基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591 喜悅,從一個呼吸開始 陳一鳴作;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04 Google神速工作術 彼優特.菲利克斯.吉瓦奇著; 劉愛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11 我就是沒辦法不在乎: 鈍感世界中,給高敏感族的人際關係指南伊麗絲.桑德(Ilse Sand)作; 梁若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28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想、那樣做?: 耶魯心理學權威揭開你不能不知道的「無意識」法則約翰.巴吉(John Bargh)著; 趙丕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35 躍遷: 「羅輯思維」最受歡迎的知識大神教你在迷茫時代翻轉人生的5大生存法則!古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42 完美情人不存在 蘇絢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59 上天自有安排,你只負責精采 慕顏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66 時療 余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73 拖延.裝死.寄生: 史上最強職場求生術宮竹貴久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80 奇蹟食療: 被醫生宣告必死無疑的我,不靠抗癌藥物活下來的飲食方法神尾哲男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797 人生七成的事,放棄也無所謂 諸富祥彥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309 大西遊 陳弘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2220 看數字買保險 現代保險雜誌編輯群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211 in沙龍: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第107級畢業專題涂卉, 楊士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228 聊寮 涂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0718 與你的動物朋友對話 蘿倫.麥柯(Lauren McCall)著; 黃薇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0718 與你的動物朋友對話 蘿倫.麥柯(Lauren McCall)著; 黃薇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0725 看懂狗狗說什麼 蘿西.勞瑞(Rosie Lowry)著; 王秀毓, 黃詩涵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弘光科大文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目色文化

永功隆形象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正向思維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422 堅持，成就一切非凡 鄭淑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26 自娛愚人: 笨鳥慢飛盧美吟的憨直哲學郭顯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88 行銷天才思考聖經 傑‧亞伯拉罕(Jay Abraham)著; 字裡行間翻譯團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16 花小姐與狐狸先生 林愛華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9161 長城上蛻變的月亮 蕭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185 咖啡情書 蕭蓓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20 阿啾軍旅同萌: 學長說要操爆我! 阿啾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37 我與公主的尖叫時光 亮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68 翻轉命運的力量: 星座血型生命靈數最佳指南許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75 教師應考特訓班: 教甄口試一次考上必勝全攻略王勝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082 什麼顏色 陳育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099 GO!日本騎車趣: 小猴帶你動吃動吃玩轉日本18條自行車路線魏華萱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05 品牌新創: 周品均的創新態度與思維周品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36 創富區塊鏈: 從比特幣到Fin Tech，即將改變世界商業規則的科技新趨勢許庭榮‧彭冠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43 贏戰高峰: 職涯成功八本祕笈 黃智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74 死亡的擬聲詞 藍橘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81 在顛沛流離的世界裡,你還有我啊！Peter S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04 18歲的禮物: 三位不同典型的年輕創業家寫給你們的溫馨叮嚀林曉芬, 洪敬富, 黃智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11 每個人都能4小時完成全馬!: 最有效率的馬拉松訓練川越學著; 鄭世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7673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 日本六0年代的思想之路安藤丈將著; 林彥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680 從創傷到復原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著; 施宏達, 陳文琦, 向淑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697 意外的守護者: 公民科學的反思 阿奇科.布希(Akiko Busch)著; 王惟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03 史達林: 從革命者到獨裁者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Khlevniuk)著; 陳韻聿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1149 圖解人類圖: 認識70張圖,看懂你的人生使用說明書喬宜思(Joyce Hu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156 愛的祕密: 每一天,練習縫合你的心喬宜思(Joyce Huang)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187 教你看懂電影的20堂課: 好電影如何好?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C. Foster)著; 郭麗娟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200 概念思考模式: 如何創造有意義的消費行動?嘉比.克呂克-托佛羅(Gaby Crucq-Toffolo), 桑妮.克尼特爾(Sanne Knitel)著; 劉名揚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121248 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 活著是為了說故事楊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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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巨岩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布克文化



9789866806490 Google網路新世界 巨岩出版編輯部,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806506 KODU 3D遊戲小創客 巨岩出版編輯部, W.W創客群編著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232 毛澤東江湖傳說 曉峰, 明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529 人形之國 貳瓶勉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47536 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三部敬作; 尤靜慧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547543 文豪Stray Dogs 朝霧カフカ原作; 春河35角色原案; 何宗逸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547550 魔法帽的工作室 白濱鷗作; 唯川聿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47574 異世界食堂 犬塚惇平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587 低醣生酮廚房 吳美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4811 指印畫世界 阿彬叔叔, 朵印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9829 象神有聲書: 創造財富的能量筆記本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829 象神有聲書: 創造財富的能量筆記本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850 神聖蓮花冥想有聲書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850 神聖蓮花冥想有聲書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959 愛希斯女神冥想有聲書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739959 愛希斯女神冥想有聲書 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5157 愛的旅程占卜卡 阿蓮娜.菲雀爾德(Alana Fairchild)作;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164 浪漫天使指引卡 朵琳.芙秋(Doreen Virtue)著; 周莉萍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5171 我的毛小孩是狗醫生: 最幸福的相遇，汪星人天使梅麗莎.菲.葛林(Melissa Fay Greene)著; 黃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195 我懂,你的獨舞世界-: 自閉症不怪,他們只是與眾不同貝瑞.普瑞桑(Barry M. Prizant)著; 李怡萍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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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布拉格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4

生命樹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生命潛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季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出版菊文化



9789869535939 上學去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939 上學去 史丹.貝安斯坦(Stan Berenstai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946 看醫生不害怕 史丹(Sta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946 看醫生不害怕 史丹(Sta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盧怡君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4744 App Inventor 2趣味手遊自己做 李春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406 達人必學Android程式設計App Inventor 2零起點速學指南附多媒體教學光碟呂聰賢著 2版 其他 1

9789864555413 乙級印前製程術科必攻秘笈 使用Photoshop / InDesign / IllustratorA/P Design Studi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451 人人必學網路行銷實務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468 門市實務企劃含乙級門市服務術科企劃書呂育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505 高中程式設計與APCS先修檢測: 使用C/C++洪國勝, 洪焌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512 人人必學網路行銷: 行動、社群、人工智慧、大數據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11 丙級機器腳踏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楊國榮, 林大賢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5680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題庫工作項目解析. 2018年最新版佳彥資訊編著 11版 平裝 2

9789864555697 丙級汽車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 林士敦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5703 丙級會計事務(資訊項)術科奪照寶典明軒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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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55765 丙級網路架設學術科通關寶典 施清壬, 李明地, 陳兆淞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555772 丙級網頁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Dreamweaver+PhotoImpact)含Photoshop北科大檢定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796 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術科通關寶典(Windows 7+Word 2010/2013版)佳彥資訊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5802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學術科通關寶典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同學科題庫雲有工作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5840 讓你輕鬆做控制的神奇小盒子QuickBLE教學與實作朱振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857 輕課程輕鬆學程式設計Visual Basic 2017洪國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5864 乙級美容術科必勝秘笈 陳麗文, 劉麗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5888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學術科通關寶典陳美燕, 程正豪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5932 乙級汽車修護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陳富民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5956 用micro:bit學Makecode Block Editor 程式設計 製作簡單小遊戲楊岱霖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038 單一級保母人員學術科通關寶典 童年工作坊著 十版 其他 1

9789864556083 丙級化工學術科通關寶典 趙明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090 丙級自來水管配管暨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學術科通關寶典文定宇, 黃崇陽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106 機電整合輕鬆學 - 趣玩小木屋: 使用Arduino C語言連宏城, 連珮晴, 連紹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120 基本電學實習. I 鄭榮貴, 鄭錦鈞, 謝進發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6137 用Scratch(mBlock)玩Arduino控制應用梅克2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144 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術科通關寶典劉生武, 陳永炎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6168 機電整合入門實務 - 趣玩小木屋: 使用mBlock積木式程式語言連宏城, 連珮晴, 連紹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175 PLC可程式控制實習與專題製作使用FX2N/FX3U陳冠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6182 丙級國貿業務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先優工作室編著 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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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科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3

世界文物



9789575613884 音樂史超入門 王真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5613891 歌者的智慧: 歌唱藝術縱橫談 席慕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13907 薩克斯風超高音 錢威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910 公舘文史手札. II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184 超強英檢班聽力. 初級篇 藍美華, 林文南編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296 音響重現的科學: 從聲學到挑選播放機,達人秘訣大公開!中村和宏作; 微笑皮耶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29 3小時讀通基礎物理. 力學篇 桑子研作; 李翰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36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 統計篇 結城浩作; 衛宮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43 強化正面信念的最強書寫術,5分鐘跳脫無限迴圈古川武士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50 第二頸椎刺激呼吸療法 有效對治惱人耳鳴的石井正則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67 養生醋自己泡 素人天然食研究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81 世界第一簡單英文論文寫作 坂本真樹作; 深森あき作畫; 陳朕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0598 世界第一簡單電力設備 五十嵐博一著; 衛宮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00 NLP新世代 羅伯特.迪爾茲(Robert Dilts), 茱蒂絲.狄洛基爾(Judith DeLozier), 狄波拉.培根.迪爾茲(Deborah Bacon Dilts)著; 魏嬿竹, 劉秀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17 晨活30分,九成的煩惱都會消失 枡野俊明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24 親子食養: 專業營養師教你大腦開發這樣吃小山浩子著; 張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31 專注的6堂課: 考上第一志願,學霸養成讀書法粂原圭太郎著;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55 獨老時代: 20個大齡生活提案,迎接一個人的老後松原惇子著; 簡毓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62 睡睡平安: 日本權威醫師教你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最新知識與治療白濱龍太郎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79 防彈斷食: 跟著醫師週末斷食,排毒養生更健康三浦直樹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86 食品添加物的科學 左卷健男, 池田圭一著; 黃品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093 NLP翻轉說話術 千葉英介著; 許昆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11 免疫營養生酮飲食: 理論基礎X實驗依據X臨床經驗,日本胰臟癌權威醫生的癌症治療飲食建議書古川健司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99028 妖怪百貨店 村上健司作; 陳朕疆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242 靈位、祖宗牌、骨罈、墓碑辭典 楊烱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836259 現代訃聞精解 楊烱山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正品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赫赫文理補習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南市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4539 青花大王.步筆瑩澈: 王步藝術青花彩繪瓷器專輯成耆仁, 王福源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1452 揭開漢字語音的神祕面紗 邱從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081 易理與數之探研 鄭鐵城編輯 一版 平裝 5

9789868974098 易理與數之探研(簡體字版) 鄭鐵城編輯 一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679 易經與人生: 幸福美滿人生講座 周春塘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25501 當代西方思潮與典範轉移 國家發展研究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25 自下而上的改革: 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歧劉雅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594 現代與後現代: 當代社會文化理論的轉折黃瑞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325600 再東方化: 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東亞取徑劉俊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24 食尚品衛: 臺灣食品產業的發展 王振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31 翻轉性別教育 周祝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55 挑釁的提問: 臺灣研究的歷史與社會探索黃樹仁著; 陳宇翔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25662 妙手畫.話人生: 大同福樂學堂家民生活素描吳文正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409 我思: 生活與藝術群攝影集 宋永魁等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103 看見心靈深處: 修心必備良方 董瑟喇嘛貝瑪仁波切講述; 噶瑪些若, 喇嘛尼瑪口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宗博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生活與藝術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加拿大創古寺台中辦事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0

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巨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客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玉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奘大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83113 玄現精采 奘遊圓夢 蔡娉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304 勾引灰姑娘的哥哥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11 魔花的愛情 姬吹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28 大王,溫柔點 唐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35 誰讓你拒絕我 曼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42 微光情人悄悄愛 可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59 解救金絲雀的騎士 安組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66 君問歸期未有期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73 解放大野狼的公主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380 鬼畜紳士 菲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4898 瑜伽燄口施食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8600 清水祖師專籤解籤摘要 張進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544 「整體造型跨域呈現」作品集: 技專院校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106年李永中, 蘇小夢, 林育靚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926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第一屆基督教靈性諮商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屆基督教靈性關顧與協談研討會論文集): 當代華人靈性諮商議題與技術: 從基督教信仰觀點切入錢玉芬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96857 圓夢 馨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64 舊約主題脈絡要義. 二, 舊約歷史書黃登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71 改變自己、改變世界的禱告 蔡幸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88 新約<>精華 漆立平, 漆哈拿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96895 施洗約翰他的時代、環境和事工 陳嘉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玄奘印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郡清水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望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2052 機電整合丙級術科實作. 106 黃致恆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462 捍衛正義的力量: 當代包青天 葛永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530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作 十四版 平裝 1

9789574854547 管好你的公寓大廈 李永然, 許啟龍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2595 雞在前: 揭開生物進化的千古之謎張堅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84902 中法戰爭後東南局勢之研究: 清史研究王文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4926 明清時期中越關係之研究: 明清史研究王文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05 量子黑貓: 我在宇宙每個角落手護你黃須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305 量子黑貓: 我在宇宙每個角落手護你黃須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749 心三綱: 幸福家庭記事錄 理心光明禪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930 痴漢の劣傳.台灣范進 天橋說書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585947 痴漢の劣傳.台灣范進 天橋說書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585954 天黑了,才有機會讓我來當太陽 芸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5992 靈修的真實義 妙心師父, 妙德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43 和泉式部日記: 動人的戀愛故事 和泉式部著; 王國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74 用書認識我自己 彭尚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081 櫻子. 第一部, 閨蜜的祕密 橫田朔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11 極高明而道中庸: <>天人視角下的儒家本色黃警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28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完全解析 林育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42 自由的遠方 李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59 讓風吹起 林家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66 打開人與環境潘朵拉之盒 何昕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73 老玩童闖印度 鄧予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6180 鏡屋的沙漏 畢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197 神的記號 蘇明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03 瞬間與片刻還有腳步 俊欉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10 我所遇到的好人 老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27 愛情,跳表收費 草葉豆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34 安柏說 安柏(Amber.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41 活出自己 築夢踏實: 志於道,游於藝的公務文人畫家-林金田林金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58 愛,若隨風轉向 劉懿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65 <>的文學與思想 施寬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永御實業



9789863586272 向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推薦顧曉軍顧粉團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89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 黃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02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王秋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19 靈魂起源: 解開靈魂千年之謎 亮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26 談理想: 邁向有意義的人生 歐偉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33 卯澳漁村雜記 潘王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40 為什麼繁體字比簡體字好 趙干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57 實證佛教修行方法 呂真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64 最初和最後的呼喚 張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71 中國新民運 顧曉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388 我國小畢業,我是法官 康樹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6395 如果沒有見過地獄你會相信世界上真的有永遠張哲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01 迴自山與海的告禱之迷麗.真.世.界十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18 混血女巫. 2, 混沌之塔 蜜蘭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25 池上二部曲: 最美好的年代 李香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32 踏上旅程之前 許敦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49 吉他手與搖滾樂: 搖滾電吉他教本伍晴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63 癌末之旅: 陪伴療癒手札 梁雪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24 93奇蹟: Dora給我們的生命禮物 蘇惠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48 散散步,欣賞啊!: 尋找過去的記憶 李淵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62 I'm fine. and you? Nicole Lin[作] 精裝 1

9789863586579 葡萄園 晨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23 王嘉書赤壁二賦 王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30 全球卓越領導者成功管理案例精選集吳振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54 萬物理論 胡萬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85 理財不完美之完美追求 林宏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92 靈氣的世界 盧隆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08 多情流光 宋隆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22 租稅法總論專題研究 謝如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53 長路默語 連尚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784 九月隨想 顧曉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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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022 法華經講義. 第十五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039 法華經講義. 第十六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046 法華經講義. 第十八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091 法華經講義. 第十九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60

民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9789869583091 法華經講義. 第十九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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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08021 書上設計展3.0: 設計有事嗎 尼普利編輯室企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3898 我只願一生 張漢業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563904 二十一世紀宣教力: 從亞細亞聖徒訪韓聖會看散居華人(diaspora)宣教張漢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2626 《Who am I?》《 am Love!》 黃孝穎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4023 山中祖靈線 籐: 原住民工藝材質書鄭浩祥, 林秀慧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0967 發現探索力: 多元探索課程x活動應用實務中國青年救國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025 明日的茄苳老師 李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070 狐貍不說謊 烏利希.胡伯(Ulrich Hub)作; 海克.德雷夫羅(Heike Drewelow)繪圖; 杜子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094 黑貓克萊姆 馬克思.博利格(Max Bolliger)文; 約格.奧里斯特(Jürg Obrist)圖; 黃淨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91100 7月7月鬼門開 洪佳如文; 左萱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31 鞋匠哲學家和放空小嵐 冀劍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48 密碼日記 管家琪文; 詹迪薾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581 與孩子談心：26堂與孩子的溝通課邱淳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598 活水泉源: 揮別柏克萊 郝洛吉, 錢德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151 別怕!B咖也能闖進倫敦名牌圈 湯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168 老後的心聲: 一群人的老後. 2, 其實長輩們是這麼想黃育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175 真正活一次,我的冒險沒有盡頭!從北越橫跨柬埔寨，一場6000公里的摩托車壯遊黃禹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182 享受吧!曼谷小旅行: 購物X文創X美食X景點,旅遊達人帶你搭地鐵遊曼谷蔡志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199 雅蘭的幸福廚房: 跟著人妻教主一起用料理寵愛家人曾雅蘭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順彩色印刷製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塔文化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尼普利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斯拉



9789578587205 如果,一個人 林怡鳳文字；小智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87229 醫學院在幹嘛?: 笑中帶淚的超狂醫界人生蓋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236 總有一家咖啡館在等你: 咖啡因地圖林珈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243 HOME CAFÉ家就是咖啡館: 從選豆、烘豆、到萃取,在家也能沖出一杯好咖啡黃浩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250 LINE@生活圈大解構: 操作攻略手冊黃兆偉, Cecil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274 寫給善良的你 吳凱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281 和日本文豪一起喝咖啡: 癮咖啡、閒喫茶、嚐菓子,還有聊些往事......寺田寅彦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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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9927 帶自己,去更好的地方 角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34 我家狗狗吃得比我好: 寵物營養學X中醫體質養生X自然療法,寵膳媽媽教你自己動手做,毛小孩吃得最健康!陳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58 生酮燃脂瘦身家常菜100道 邱玟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65 美體重塑!模特兒都在偷偷練,5個動作馬上就能瘦的史上最強瘦身操佐久間健一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72 小事x小示 魏如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89 紅天機. 壹 廷銀闕作;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996 紅天機 廷銀闕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23605 紅天機 廷銀闕著; 楊琬茹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23629 北海道露營車之旅 爆肝護士, 斑比, 旅攝生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904 Alina Anila 陳奕璇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935 海市蜃樓. VI,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姚瑞中, LSD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0264 運動賽會管理 T. Christopher Greenwell, Leigh Ann Danzey-Bussell, David J. Shonk作; 鄭志富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271 物理治療精選. 10, 物理因子治療學劉明豊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440288 肌力與體能訓練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Association, G. Gregory Haff, N. Travis Triplett作; 林貴福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0295 骨科物理治療學 王子娟等作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8403 骨科物理治療學 王子娟等作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48427 職能治療與職業重建 張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8434 高強度300-運動訓練課程設計: 幫助您變得更精實、更強壯並促進運動表現Dan Trink作; 林貴福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8441 肌筋膜放鬆術: 徒手治療指南 Ruth Duncan作; 張曉昀, 黃子涵, 張耘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531 七政經緯通書(特大本) 蔡典宏編纂 其他 1

9789869456548 七政經緯通書(大本) 蔡典宏編纂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禾楓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正福堂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田園城市文化



9789869456555 七政經緯通書(平本) 蔡典宏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3150 推理愛 簡碧儀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4033 布魯貓繪本. 4: 小黑羊的故事 林麗珠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590478 理想的北歐生活: 55個芬蘭樂活提案,享受不經意的每個瞬間Monika Luukkonen著; 楊鈺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485 情緒疏離: 日本心理醫師的心態療癒之旅水島廣子著;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492 吃的營養科學觀 安德爾.戴維絲(Adelle Davis)著; 王明華譯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2590508 過敏的腸子: 日本大腸內視鏡權威醫師的大腸按摩法,徹底解決體質過敏問題水上健著; 李喬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590515 認知行為療法: 擺脫恐慌的情緒勒索中島美鈴作; 微笑皮耶羅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506 夢想畫 劇場書 阿樂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425 首輔養成手冊 聞檀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500487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500494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595100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595124 驕婿. 上卷, 投以木桃 果木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131 驕婿. 下卷, 報之瓊瑤 果木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701 豫陝名人張鈁 李鳴, 張桓編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外語專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布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石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冬勳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世潮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可澄音樂文創



9789866660382 陶瓷手記: 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謝明良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6660399 奈良大佛與重源肖像: 日本中古時期佛教藝術的蛻變羅森福(John M. Rosenfield)作; 顏娟英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623 周易經文 賴棟爐作 其他 上冊 1

9789869542647 周易經文 賴棟爐作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904 教學改革與教師發展實證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017台灣人力資源與職業發展學會編 平裝 2

9789869520911 社會行為科學研究論文寫作 孫仲山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04145 碧巖崖下: 碧巖錄注釋 楊惠南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702 空間美學與當代風水 牟宗義編著 平裝 1

9789869627719 佛學與法律之旅 陳淑娥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686 小鱷魚別氣了! 粘忘凡作; 孫心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945 小松鼠愛美拉爾德: 可以念這本書給我聽嗎?園田惠理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976 世界上最大最大的蛋糕 安英恩作; 金成姬繪; 葉雨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1990 小豬噗噗的神奇耳朵 神澤利子作; 久本直子繪; 陳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003 許願星 李諾.阿萊默作.繪;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10 手指玩遊戲 叮咚作.繪; 葉雨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27 下雨了! 皮耶.哥羅斯作; 黑米.沙雅繪;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34 月牙兒 伊藤未來作; 丸山由起繪; 米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17 宗教GPS: 深度旅遊導覽手冊 張家麟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白頭翁命理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企業人力規劃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人力資源與職業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正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709 空調系統性能確認(Cx)作業程序指針. 2018王獻堂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004 Suyang Uyas聖詩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聖詩編輯委員會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305 臺灣藝術村聯盟年會. 2017: 藝術的循環:機構中的教育與行政李依樺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318 經濟不成長時代的新生活提案 高坂勝作; 李璦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325 地方創生最前線: 全球8個靠新創企業、觀光食文化,和里山永續打開新路的實驗基地松永安光, 德田光弘編著; 中橋惠等著; 林詠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332 美學的意義 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作; 蘇文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349 水的導讀: 如何從小池塘窺見太平洋,教你用五感探索自然崔斯坦.古力(Tristan Gooley)作; 簡萓靚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1457 某天早晨 李真希作; 蘇懿楨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525 真人示範90日移居台灣 長毛太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329 儒墨思想的現代詮解與觀照 陳弘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36 閱讀科學大師. 2 陳建仁等作; 李旺龍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43 變遷: 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 楊倍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50 試嘗集 江夏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0878 千里音緣一弦牽 三分微光作 初版 其他 1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老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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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好大一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太魯閣中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TASA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向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397 創造你人生的鐵飯碗: 我的幸福便當人生吳易鴻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0180 臺院訓錄(丙戌年). 卷十八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0197 臺院訓錄(丁亥年). 卷十九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05 臺院訓錄(甲申年). 卷十六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12 臺院訓錄(乙酉年). 卷十七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29 臺院訓錄(壬午). 卷十四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36 臺院訓錄(癸未). 卷十五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43 臺院訓錄(辛巳). 卷十三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50 臺院訓錄(庚辰). 卷十二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74 臺院訓錄(戊寅). 卷十 至聖先師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81 臺院訓錄(己卯). 卷十一 至聖先師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9209 準提圓通 南懷瑾傳授; 釋首愚編集 臺灣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889 放手畫出藝術曼陀羅: 一支筆、四個步驟，讓你的創作天賦自由！黛博拉.佩斯(Deborah Pace)作; 李文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896 B與我: 一部關於文學覺醒的真實故事J. C.侯曼(J. C. Hallman)著; 王娟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007 讓我們來談談我們的靈魂: 十三世紀哲學家詩人魯米的渴望與狂喜之詩魯米(Rumi)作; 科爾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英譯; 萬源一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014 萬物生而有翼: 魯米的渴望與狂喜之詩魯米(Rumi)作; 科爾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英譯; 萬源一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038 真正的靜心: 放下一切靜坐技巧,向純粹的覺知全然敞開阿迪亞香提(Adyashanti)作; 蔡孟璇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743 道家養生學概要 蕭天石原著 第十一版平裝 1

9789869585774 禪宗心法 蕭天石原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9585781 道海玄微 蕭天石原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85798 世界偉人成功秘訣之分析 蕭天石原著 三十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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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送存冊數共計：5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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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老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考用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59166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呂堯欽等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8859173 圖解制霸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蘇廷羽, 王良止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180 國文(作文與測驗) 蘇廷羽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197 圖解制霸教育學大意 許巧燕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578859203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何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210 信託法規 何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227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何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234 烘焙食品乙級全錄(麵包、西點蛋糕、餅乾)張庭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241 土地法攻略本 甄慧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578859258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搶分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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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7407 卜 廖鴻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826 跨域與探索: 邁向高教深耕元年的創新教學理論與實務蘇政傑等作 平裝 2

9789869592826 跨域與探索: 邁向高教深耕元年的創新教學理論與實務蘇政傑等作 平裝 2

9789869592833 教學實務研究論叢. 第五期 簡紹琦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9592840 找尋文學劇場裡的光影空間: 以<>、<>、<>為例李智翔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69635 台北濟南長老教會歷史與信徒 朱瑞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36951 草庵歌 洪啟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36968 現觀中脈 洪啟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36975 阿彌陀佛心詩 洪啟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36982 妙定功法 洪啟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6936999 蓮師大圓滿 洪啟嵩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3804 冥想.地球和平. 心詩 洪啟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7112 日本小學堂 馮貽璽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自我文創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朱江淮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安可印藝整合行銷工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060 一休陪你一起愛瘦身2: 最多人問的45天減脂計畫，吃飽還能瘦的美味祕密大公開李一休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077 超越地表最強小編!社群創業時代: FB＋IG經營這本就夠,百萬網紅的實戰筆記冒牌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091 不換位置,也要換腦袋: 斜槓時代必備的換位思考力紀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07 母愛真火大!: 莎拉媽媽的犀利人母爆笑日常莎拉媽媽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14 討拍取暖詩心瘋: 一本書讀懂經典古詩人大老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301 蜉蝣 癸通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6679 20幾歲就定位: 因為脆弱更要強大: 看不到結果還繼續努力,才是真勇氣大越俊夫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730 反擊!終結職場霸凌 琳恩.柯瑞(Lynne Curry)著; 鄒詠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747 從此學會隱藏悲傷 鄭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6754 我是穆斯林,我不恐怖: 認同、衝突與思辨,一位外交官父親的殷切期盼歐馬.薩伊夫.戈巴許(Omar Saif Ghobash)著; 周沛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599163 從跨領域的音樂呈現談音樂行政人才的培育張瑀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886 這麼說話有飯吃 唐牧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893 關於傳世壁畫的100個故事 李予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09 認識化學: 教科書裡不會出現的100個化學故事林珊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16 漢書裡的那些人那些事 江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23 關於數學的100個故事 王遠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30 後漢書裡的那些人那些事 江輝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47 文學我來了 歐陽文達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54 讀故事學外交 陳安邦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61 微歷史 江輝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562978 蔡鍔將軍未解之秘 軍韜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6932 黃子容談前世今生. 12: 靈魂深呼吸 療癒受傷的靈魂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76949 狗年十二生肖運勢開運大補帖. 2018年黃子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光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宇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同你綻放的花鬼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704 企鵝體操 齋藤槙文圖; 葉依慈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711 印度豹大拍賣 高畠那生文.圖; 林真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728 公園裡有一首詩 米夏.亞齊文圖; 吳其鴻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535 簡單,給我們的禮物 約書亞.菲爾茲.密爾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 萊恩.尼克迪穆(Ryan Nicodemus)著; 毛佩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01 不敗的智慧: 孫子兵法讓你當個好人也不會輸!長尾一洋著; 黃瑋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18 只靠靈感,永遠寫不出好文案!: 日本廣告天才教你用科學方法一小時寫出完美勸敗的絕妙文案佐佐木圭一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25 七副骸骨: 人類化石的故事 莉迪婭.佩恩(Lydia Pyne)著; 許可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49 立志做一個高貴的羅馬人: 歡迎參加羅馬帝國一天公民體驗營傑利.透納(Jerry Toner)著; 周沛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56 漫畫圖解 不懂帶團隊,那就大家一起死!石田淳著; 何信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63 90%的人眼鏡都配錯了: 革命性眼鏡護眼法,讓你視力不再惡化,向頭暈、頭痛說再見張芝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007 學蘇東坡這樣吃、像唐明皇那樣玩: 沒電腦、沒手機、沒線上遊戲,古人怎麼活?圖解吃喝玩樂的中國史。漫友文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606 就想演戲: 24位植劇場新秀的第一幕好戲何渝婷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8606 就想演戲: 24位植劇場新秀的第一幕好戲何渝婷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1738 光的飛行航程指導手冊 張玉娟編著 平裝 1

9789868591745 光的飛行航程 Antoinette Moltzan作; 杜恆芬譯; 張玉娟主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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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67956 Windows 10(注音版)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9167963 PhotoCap 6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平裝 1

9789869167970 用Scratch玩micro:bit 劉正吉作 平裝 1

9789869167987 Windows 7(注音版) 資訊教育工作室作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宇宙機器人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先知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的課程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任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811 黨若洪: 局外人 黨若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962 全球空間設計大獎 台灣名人錄. II陳姵君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913 翠兒二十四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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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74217 希伯來書注譯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248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注釋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趙士瑜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706 煦色韶光: 朱俊仁創作個展個人作品集. 2018朱俊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03892 李宗懋易經曆. 2018 李宗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803892 李宗懋易經曆. 2018 李宗懋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4930 溫暖的執著: 關於一所可愛學校的導師故事中國科技大學學務處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54396 調性和聲與調性擴張 陳永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6054402 樂曲二十 黃瑞循作; 楊嵐茵編曲.演奏 初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5

安卓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映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全威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行思策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音樂譜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9584 彩色力量. 1, 談經濟 彭宇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149 明天再說吧 米歇爾.艾可菲(Michaël Escoffier)文; 凱絲.迪.吉可莫(Kris Di Giacomo)圖;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0840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4, 日常生活篇. II, 住與行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895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 第一集, 誰能讓公主笑桂文亞等著; 林雅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8916 吃什麼,像什麼? DK編輯群著; 劉嘉路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923 我的星球冒險 艾曼紐.伍達赫(Emmanuelle Houdart)著;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930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6, 人生歷程與信仰篇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8947 寵物不見了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著;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954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 第二集, 田能久與大蛇精許書寧等合著; 陳完玲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8961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 第3集, 小獵犬傅林統等合著;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8978 捨不得睡的夏夜 羅克珊.瑪麗.卡里耶(Roxane Marie Galliez)文; 珊頌.蘆堤納凡(Seng Soun Ratanavanh)圖; 周伶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985 不想等待的春日 羅克珊.瑪麗.卡里耶(Roxane Marie Galliez)文; 珊頌.蘆堤納凡(Seng Soun Ratanavanh)圖; 周伶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8992 跟大師學創造力. 4: 達文西的藝術創舉+21個趣味活動珍妮斯.賀伯特(Janis Herbert)著; 陳佳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804 跟大師學創造力. 5: 貝多芬與他的音樂+21個創意實驗海倫.包爾(Helen Bauer)著; 陳佳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13985 十二生肖大解密 李建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707 晚安使用手冊 秦旭章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859 聖經中的修和之路 申格爾, 崔寶臣合著 平裝 1

9789575468866 DOCAT: 天主教社會訓導 樂仁出版社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475 第一次做乾燥花就成功: 零失敗花園、瓶裝、花束、飾品、包裝應用和乾燥花製作Q&A酷花(Kukka)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82 IG打卡台灣祕境: 近90個攝影家私藏清單,IG詢問度破表的絕美景點陳健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499 人人都喜歡的抹茶風味點心: 開店販售、居家烘焙都適合的蛋糕、慕斯、塔派、餅乾和飲料、涼點金一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403 平底鍋登山露營食譜 漂鳥社編輯部登山料理研究會編著; 林明美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冰鳥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吉根

印書小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雀文化



9789869621410 零失敗花樣中式麵點: 50款必學的饅頭、包子與蔥油餅、燒餅漢克老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427 絕對好吃!的110道奶蛋素料理: 堅持不用加工素料!自然食材隨處可買&簡單快速隨手好做江豔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434 看了就想吃!的麵包小圖鑑: 350款經典&人氣麵包+28家日本排隊必買名店、老舖徹底介紹Discover Japan編集部著; 徐曉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441 西點麵包烘焙教室: 乙丙級烘焙食品.技術士考照專書陳鴻霆, 吳美珠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1458 從零開始學戚風: 中空戚風x平模戚風x蛋糕捲x分層蛋糕,40款蛋糕Step by Step教學,做出完美戚風!李彼飛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465 不醉。無酒精雞尾酒: 83道精選人氣配方+20種祕密調味糖水、醋飲、果泥和香料鹽卡洛琳.黃(Caroline Hwang)著; 陳文貽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875 無腦理財術,小資大翻身: 無論起薪多少都受用的超簡單投資法施昇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882 英雄守弱: 易經與心理情境 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08 新編蟲洞書簡 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15 黑潮漂流 廖鴻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22 般若與美: 一位法師的學佛札記 釋悟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39 我們都在咖啡店: YABOO鴉埠姊妹交換日記蔡婷如, 蔡詩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46 謝謝妳跟我說再見 朱全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53 驟雨之島 顧德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60 六祖壇經4.0: 覺醒、實踐、療癒、超越王溢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6077 孤獨管理: 一個人一生最核心的課題王浩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734 跟著鐵道達人輕鬆遊玩日本: 11條錯過會後悔的大滿足鐵道路線全攻略牛奶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58 外商投資銀行最高效資料製作術: 1步驟1秒鐘!66招提案秒過、訂單成交、征服人心的Excel與PPT技法熊野整著; 林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65 80%的工作其實不用做 島原隆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96 絕望工廠 日本: 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的「現代奴工」實錄出井康博著;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08 容易緊張的人,就這樣接話 野口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298 阿含聖典的傳承與傳習 淨光法師指導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009 美國證券市場 吳連火著 修訂九版平裝 1

9789869528016 曼樺戊戌狗運程. 2018年 曼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印前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球策略投資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光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全球四聖諦人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有鹿文化



9789869019125 天下白: 臺灣青年陶藝獎雙年展. 第三屆吳鸝萱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9055 古典詩詞風景: 一起漫步在唐至清代一0二首詩詞山水間夏玉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300 西港玉勅慶安宮良藝太師西港刈香王船木造技術專書施良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706 練習有風格: 30個提升身心質感的美好生活提案加藤惠美子著; 楊詠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500 合港田寮永貞宮志 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1242 一個人的倉央嘉措. 1, 前世情: 空寂.涅盤鄭迪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59 一個人的倉央嘉措. 2, 今生夢: 迷離.行走鄭迪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66 一個人的倉央嘉措. 3, 來生緣: 幻念.重生鄭迪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73 0-6歲,決定孩子的一生: 孩子的敏感期 教養的關鍵期盧欣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85728 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國際化之策略研究黃培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2190944 最新數位通訊系統實務應用與理論架構: GSM、WCDMA、LTE、GPS程懷遠, 程子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0944 最新數位通訊系統實務應用與理論架構: GSM、WCDMA、LTE、GPS程懷遠, 程子陽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2979 可程式控制器FX2N/3U實務設計 陳茂林, 林鶴, 王銘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2197479 感性工學到感性設計 王明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0509 電子學實習 呂俊鋒, 林熊徵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3043 經營管理概論 李國路等編著; 王榮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002 3D列印導論 Andreas Gebhardt原著; 賴維祥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4361 經濟學 許可達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4422 行銷管理 陳銘慧, 謝佩玲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4781 丙級中餐烹調(葷食)技能檢定學術科實戰寶典冠勁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仲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寮永貞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朵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西港玉勅慶安宮



9789864635030 化學程序工業: 附高普考試題精解薛人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153 積體電路測試實務 廖裕評, 陸瑞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221 投資學 李顯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5283 化妝品學概論 家政研究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5306 薄膜科技與應用 羅吉宗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5511 升科大四技: 色彩概論最強懶人包家政研究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4635573 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科題庫解析鄧富源, 張弘智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5818 丙級美髮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陳麗珠, 余燕子, 李鶯美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5856 自然科學概論 王應瓊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6075 升科大四技普通化學(含實驗)精要趙威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636129 簡易人機介面(HMI)應用輕鬆設備聯網石文傑, 林蔡楨,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6211 現代汽車引擎 黃靖雄, 初郡恩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242 表現技法: 麥克筆綜合技法完全解析黃昱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365 資料結構: 使用JAVA(精裝本) 蔡明志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6433 電子學實驗 蔡朝洋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6549 國際標準驗證 施議訓, 陳明禮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6570 射頻技術在行動通訊的應用 高曜煌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587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全)王金松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636600 專題製作: 家政、服裝、美容、幼保、時尚模特兒林靜仙, 黃珮宸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6617 App Inventor 2計算機概論實例演練陳延華, 陳健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6624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術科秘笈(使用Quartus II)劉國棋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6662 網際網路應用實務 王麗琴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36679 皮雕技法的基礎與應用. 進階篇 蘇雅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686 基礎工程數學 曾彥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693 圖解靜力學 曾彥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709 乙級機器腳踏車學術科檢定題庫解析陳幸忠, 楊國榮, 林大賢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6723 丙級門市服務學術科講義: 筆試及清潔作業(附門市服務理論)林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730 供應鏈管理: 觀念、運作與實務 王翊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747 綠色能源科技原理與應用 曾彥魁, 霍國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754 創業管理: 微型創業與營運實務 魯明德, 陳秀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792 髮型梳理. I: 基礎髮型技巧 石美芳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6815 乙級車床: CNC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楊振治, 陳世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839 PLC原理與應用實務(附範例光碟)宓哲民等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36846 休閒旅遊概論 顏建賢, 周玉娥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853 餐飲英文 鄭寶菁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860 管理學 黃廷合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6877 專題製作 郭恆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884 Visual Components 4.0實作教學 陳昱均, 康舒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891 機械設計製圖便覽 大西清原著; 王建義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914 ACL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 黃士銘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6921 餐旅財務管理(附資料庫光碟) 李顯儀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6938 丙級網頁設計學科試題與解析(附學科測驗卷)郭欣怡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6945 認識Fuzzy理論與應用 王文俊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6969 乙級變壓器裝修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陳資文, 林明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6983 舞台表演實務: 從容 時尚 魅力 專業楊靜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6990 自動化概論 蘇嘉祥, 宓哲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027 EdgeCAM銑床實作教學 李金龍, 曾重誌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7003 高低頻變壓器設計 謝沐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7041 通訊系統設計與實習 莊智清等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7058 FPGA/CPLD數位晶片設計入門: 使用Xilinx ISE發展系統鄭群星作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7089 Big Data: 大數據的概念與演算法 劉妘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096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使用JAVA Michael T. Goodrich, Roberto Tamassia, Michael H. Goldwasser原著; 佘步雲編譯六版 平裝 1

9789864637102 丙級門市服務術科講義: 瑋博POS系統林宜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072 資料結構: 使用C語言 蔡明志編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4637140 升科大四技世紀輕選計概新幹線. 2018阿波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157 簡明C程式設計: 使用Code::Blocks劉立民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164 投資理財規劃 李顯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171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學科過關秘訣. 2017華成工作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719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家政群專業一奪分王. 2018最新版蔡家佳, 楊玉玲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7201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專業二奪分王蔡家佳, 楊玉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218 互動設計概論: 創造互動設計無限應用的可能李來春, 曹筱玥, 陳圳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225 中餐烹調. II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256 臺灣藝術大匯 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視傳設計系校友會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263 電腦輔助電子電路設計: 使用Spice與OrCAD PSpice鄭群星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7270 人機介面觸控技術實務: 士林電機系列石文傑, 白皓天, 林家名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637294 汽車感知器波形分析 繆坤庭, 何昭慶, 林士敦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317 汽車板金工學 蘇文欽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7324 丙級餐飲服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全華餐旅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7331 男士美髮. I 鐘俊德, 李源林, 李美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348 電腦輔助繪圖AutoCAD 2018 王雪娥, 陳進煌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355 乙級太陽光電設置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黃彥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355 乙級太陽光電設置學科解析暨術科指導黃彥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362 戰勝N4文法完全攻略 李宜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409 重點整理: 升科大四技計算機概論. B總複習. 2018版(102-106統測試題及解析)夢想家資訊工場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7416 施工機械 沈永年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7430 RFID概論與應用 陳瑞順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7454 中餐烹調. IV 呂哲維, 陳楨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461 瑞典式按摩 施珮緹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478 美膚. IV 蘇淑玉, 游庭筠編著 平裝 1

9789864637508 EdgeCAM銑床實作教學 李金龍, 曾重誌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7515 高中歷史. 四, 優勢參考書 葉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522 LabVIEW與感測電路應用 陳瓊興, 陳竹正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546 計算機概論: 資訊素養 郭欣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553 意外保險 李仁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621 低壓工業配線 楊健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7621 低壓工業配線 楊健一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37638 單晶片微控器MCS-51 王宜楷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637669 數學. II 裴慶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676 以促發再認實驗分析視覺設計研究傅銘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637683 升科大四技: 統測單字魔法書 陳星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37690 電工法規 黃國軒, 陳美汀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37713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x86/x64微處理器軟體、硬體、界面與系統林銘波編著 六版 精裝 1

9789864637720 時尚經營概論 陳世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37768 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何麗玉, 莊美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7751 PIC Easy Go: 簡單使用PIC 黃嘉輝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637775 程式設計實習: 使用C++ 張翔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782 程式設計實習: 使用C語言 陳會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799 資訊科技 王俊明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7805 程式語言與設計: 使用Visual Basic 2017黃建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637928 OP AMP應用+實驗模擬 盧明智, 黃敏祥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38703 音樂治療與教育: 從學理到應用 李之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6987 侍酒之人: 那些葡萄酒宅神教我的事比昂卡.波斯克(Bianca Bosker)作;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6994 人性較量: 我們憑什麼勝過人工智慧?布萊恩.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作; 朱怡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78975 全腦數學(動動腦)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878975 全腦數學(動動腦)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9878982 數學說說看. II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878999 全腦數學. B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42203 全腦數學. D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42210 全腦數學. F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42227 數學說說看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234 全腦數學. A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42241 全腦數學. C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542258 全腦數學. E 徐維澤主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447 好命密碼: 好運占卜卡 愛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308 翻精緻 轉農業 跟著好農去旅行 凱亞精緻農業電視台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多維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09

送存冊數共計：111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全腦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5231 鋼琴獨奏: 簡單彈奏, 你的名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48 鋼琴獨奏: 你的名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5293 華麗舞台的深夜告白: 賣座演出製作祕笈林佳瑩, 趙靜瑜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875 美容技術士乙級學術科題庫解析 侯怡禎編著 8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7830 淡定: 管好你的負面情緒 林大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847 心自在了!生命就柔軟了!: 內心的溫度決定你人生的高度!安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854 人!你真的懂?: 學做人、會看人、廣教人、找對人、搞定人、能用人,這些你會哪幾項?鄭子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861 別做忙碌的傻瓜: 想成功真的不困難林大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878 找對方法做對事: 方法永遠比問題多,用你最喜歡的九種方法做對任何事！夏欣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123 世界是心的倒影 雪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6130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父母恩重難報經鳩摩羅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4696 九天道姆演義 妙回,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74702 周易探秘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6574719 周易探秘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6574726 周易探秘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6574733 周易探秘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6574740 周易直指 癡翁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181 大師們的寫作課: 好文筆是你最強的競爭力舒明月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198 民粹時代: 是邪惡的存在,還是改革的希望?水島治郎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204 PEP TALK,信心喊話的力量: 一分鐘激勵自己和身邊的每一個人浦上大輔著; 蔡昭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211 無現金時代: 互聯網金融新商機 肖璟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合慶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多識界圖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先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有願文化



9789861343228 知識的假象: 為什麼我們從未獨立思考史蒂芬.斯洛曼(Steven Sloman), 菲力浦.芬恩巴赫(Philip Fernbach)著;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235 軟銀孫正義的核心工作術PDCA 三木雄信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8713 國貿實務英文 施惠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84052 人性枷鎖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1784373 人性枷鎖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comerset Maugham)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84373 人性枷鎖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comerset Maugham)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1784380 日本神話故事 洪維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397 從地球到月球(全譯插圖本) 儒勒.凡爾納著; 呂佩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410 北歐神話故事 白蓮欣, 凱特琳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784427 人性枷鎖【雙冊珍藏版】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comerset Maugham)著; 王聖棻, 魏婉琪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784434 波斯神話故事 邱劭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307 山伯英台 壯三新涼樂團原文; 李福霞改編; 曾奕學, 林冠儀圖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001 試愛試上癮 杏仁瓦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03 Asia 2038: ten disruptions that change everythingSohail Inayatullah, Lu Na[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78 十年雲水 百年樹人 釋知文, 謝喬茹, 李旼書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583992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百譯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好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管理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未來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壯三新涼樂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杏仁瓦片的故事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209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5 程恭讓, 妙願法師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574216 人間佛教青年寫作論文集. 2015 程恭讓, 妙願法師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4574452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二0一六. 輯四, 人間佛教的共識程恭讓, 妙凡法師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490 象善 鐘亞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506 談淨土法門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513 般若心經的生活觀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520 在人間自在修行: 八識講話 阿含經與人間佛教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537 成就的祕訣: 金剛經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544 在人間歡喜修行: 維摩詰經 星雲大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551 一字禪 依空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568 十種幸福之道: 佛說妙慧童女經 勝鬘經十大受星雲大師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4819 平洋地理玉函經闡微 劉逸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24062 教育心理學(高普考專用) 蔡一菱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4161 高普用現行考銓制度 郭如意編著 平裝 1

9789864724215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清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724222 縱橫英文 郭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000 司法特考: 刑法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8017 警察特考: 刑法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30 警察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47 鐵路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278 法學緒論(司法)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308 法學緒論(警察)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537 犯罪學綜覽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544 司法特考: 憲法測驗命題焦點 林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568 鐵路特考: 憲法測驗命題焦點 林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773 行政學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0834 國文(測驗)-司法特考用 金庸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1275 機械原理概要(含大意)(鐵路特考專用)陳廣明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妙吉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光教育文化



9789864971480 土地利用3POINT 林育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043 基本電學(國民營考試專用)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234 記帳士考前攻略(五合一) 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357 初等公民All Pass歷屆試題全解. 108版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364 法學大意. 108版 程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388 破解公民. 108版 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395 法學大意歷屆主題響應式圖解題庫. 108版顏台大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01 法學大意. 108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456 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含原住民族發展史). 108版鄭中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500 初等運輸學大意(重點整理暨精選、歷屆試題全解). 108版劉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531 警察化學 張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630 行政學18種解題核心測驗題庫. 108版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692 現行考全制度(含公務員法)申論作答密技李齊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708 企業管理(管理學.企業概論): 雙Q歷屆試題解析吳俊, 吳江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821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金永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838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蘇允成, 蘇仁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890 新公共政策申論實戰出擊. 107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913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金永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944 教育甄選5000題庫 歐文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72951 行銷學(含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王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2968 輸配電學. 107版 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982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107版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999 比較政府與政治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002 行政學測驗加分新選擇全新測驗攻略. 107版陳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019 社會學最強破題書. 107版 韋樂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026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審計學 金永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033 英文.很OK 郭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040 就是專業英文 郭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064 專技社工師: 綜合題庫解析 張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095 審計學題庫 金永勝編著 [第十版]平裝 1

9789864973101 財政學秒速記憶 鄭漢編著 [第二版]平裝 1

9789864973149 會計學(概要) 陳龍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3163 訴訟法大意(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城森, 周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248 空氣動力學 江定南編著 [第一版]平裝 1

9789864973255 農地開發利用與登記實務 林育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3262 就是專業英文 郭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316 鐵路佐級事務管理類〈法學大意、事務管理大意〉大進擊 107版顏台大,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323 政治學 秒讀記憶 劉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330 鐵路佐級: 運輸營業(企業管理大意、鐵路運輸大意)王毅,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347 航空氣象學 尉柏志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3354 公共政策秒速記憶 程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3361 憲法(含概要)秒速記憶 呂晟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378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完全攻略蕭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3385 行政法秒速記憶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392 國文測驗題綜覽 謝金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3408 國文測驗題綜覽(含填充題): 中油考試用謝金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3439 教育綜合測驗Q&A 歐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446 工業用地開發與臨時工廠登記實務林育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3446 工業用地開發與臨時工廠登記實務林育智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3453 架構式刑事訴訟法申論題庫Q&A. 107版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477 鐵路特考. 108版: 公民歷屆試題全解陳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491 土地法規歷屆試題全解: 測驗&申論完全攻略(地政士專用)蕭強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3507 不動產估價(概要):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514 公路總局暨各區監理所約僱人員考前速成林敏玄, 郭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3521 不動產估價: 精選題庫(申論&選擇)蕭華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538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第四版]平裝 1

9789864973538 行政學秒速記憶 陳真編著 [第四版]平裝 1

9789864973545 郵政三法(大意)題庫Q&A. 108版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606 交通安全常識 林敏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3613 郵政三法(大意): 內、外勤適用 林敏玄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747 活著 谷川俊太郎詩; 岡本義朗圖; 游珮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3792 我在礦山的童年 石川惠理子文、圖; 林真美譯初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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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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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9566 城市的狗 亞麗珊卓拉.葛希拔(Alexandra Garibal)文; 弗列德.本納格利亞(Fred Benaglia)圖;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73 上面有什麼？下面有什麼？ 羅拉M.胥弗爾; 芭芭拉.貝許圖; 蔡宜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80 熊熊畢勇的六個故事 戴爾芬.佩雷文.圖; 陳太乙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9597 美麗的葛莉絲達 伊索爾文.圖; 李家蘭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8600 布的搖籃曲: 路易絲.布爾喬亞的編織人生艾美.諾瓦斯基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圖; 柯倩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8617 失去生物的島嶼 田川日出夫文; 邱承宗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8648 馬惹尼 馬尼尼為中文改寫.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655 吃風集 馬尼尼為中文改寫.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662 天上飛來的魚 劉伯樂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4190 人體修鍊科學. 四部曲 謝繡竹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2494 韓國茶經東茶頌詳註 林瑞萱文.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良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坐忘谷茶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72

步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11658 125個日本人最常用的日語會話句型水谷信子, 松本隆, 高橋尚子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665 Ready,Go! Book. 4(student's book) Mavis Yeh總編輯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672 旅遊英語懶人包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702 英文圖解口語王 Cythia Louise Caleris, 陳奎璧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1719 My Toy & Games: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Student's Book)Jo Hsiao[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726 My Toy & Games: Jump To Live English Learning Series (Activity Book)Jo Hsiao[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740 CNN主播教你: 跟名人偶像學英文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757 圖解表列基礎英文文法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764 漢語我的好朋友(簡體字版) Ming-Yi Chung, Bo-Wei Lai[作]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411771 神創造的奧祕與真相: 科學者神學導論林建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788 Let's Write!英檢.大考作文的12堂課翁語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795 粉紅豬小妹教你說英語: 佩佩去郊遊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801 Kids互動英語 陳豫弘總編輯 其他 第3冊 1

9789864411818 Ready,Go! Book. 5(student's book) Angela Lin[主編] 其他 1

9789864411825 Ralph the Puppy Jo Hsiao, Lisa Chang managing editors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832 Leo & Ben Jo Hsiao, Lisa Chang managing editors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849 Little Bear Chef Jo Hsiao, Lisa Chang managing editors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856 Little Spotty Jo Hsiao, Lisa Chang managing editors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863 關聯式片語學習術 錢玲欣責任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4411870 Go Traveling學好英語環遊世界 莊琬茹, 林怡君, 張珮絹中文編輯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887 職場英語懶人包 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894 官方頒訂新版多益13大情境學習指南陳豫弘總編輯 三版 其他 1

9789864411900 跨文化宣教語言工具書(中日韓英對譯)黃潤蓮, 鄧詩蕙, 張圃嫚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917 GEPT全民英檢初級擬真模考+詳解黃華盈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924 美國人都這麼說!: 600個英語口語用法王琳詔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11931 新多益聽力自習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11948 專攻NEW TOEIC文法解題秘技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其他 1

9789864411962 Birthday presents managing editors Jo Hsiao, Lisa Chang1st ed. 其他 1

9789864411979 The piano isn't at home managing editors Jo Hsiao, Lisa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1993 Little donkey managing editors Jo Hsiao, Lisa Chang1st ed. 平裝 1

9789864412006 新多益閱讀自習 陳豫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599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柳威廷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9483599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柳威廷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9483599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柳威廷編著 第17版 平裝 -1

9789869505604 證券商業務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湘翎, 柳威廷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9505604 證券商業務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湘翎, 柳威廷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伯崙公司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宏典文化



9789869505604 證券商業務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湘翎, 柳威廷編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9505628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300問<>+歷屆試題詳解李惠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635 記帳士歷屆試題: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許美滿, 羅白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5642 記帳士歷屆試題: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租稅申報實務二合一許美滿, 羅白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5659 記帳士歷屆試題: 會計學概要 巫毓琪, 曾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5666 國營事業招考 化學 余孟穎, 張亞如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5673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品保概論黃賢齊, 郭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05680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食品科學概論黃賢齊, 郭南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05697 操作外匯比想像的還簡單: 不了解也可以做外匯金吉拉著作 平裝 1

9789869524100 金融數位力知識(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柳威廷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17 外幣保單(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試題廖乃麟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9524124 人身保險經紀人證照歷屆題庫完全攻略吳佩樺, 張文耀, 黃卓盛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31 捷運招考國文速成總整理(重點+題庫)得勝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48 捷運邏輯分析速成總整理重點+題庫柳威廷, 吳憶如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55 捷運英文速成總整理重點+題庫 羅然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62 地政士歷屆題庫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79 地政士 民法與信託法概要 強登金榜寶典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24186 地政士 土地稅法規 強登金榜寶典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3200 地政士速成總整理 強登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4193 地政士 土地法規 強登金榜寶典 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3217 地政士 土地登記實務 強登金榜寶典強登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3224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柳威廷編著 第18版 平裝 1

9789869543231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柳威廷編著 第15版 平裝 1

9789869543248 證券商業務員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湘翎, 柳威廷編著 第14版 平裝 1

9789869543255 企業內部控制人員速成: 重點整理+精選試題林崇漢, 林彙桓編著 第12版 平裝 1

9789869543262 CFP/AFP通關講座. 模組1: 基礎理財規劃梁亦鴻, 楊子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3279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林崇漢編著 第10版 平裝 1

9789869543286 信託業業務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第11版 平裝 1

9789869543293 理財規劃人員速成重點整理+精選考題湘翎編著 第11版 平裝 1

9789869575607 金融數位力知識 重點/考題2合1+速成總整理柳威廷編著 [第2版] 平裝 1

9789869575614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 300問模擬題庫/歷屆試題李惠華編著 第4版 平裝 1

9789869575621 CFP/AFP通關講座. 模組2: 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呂佳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638 銀行內控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林崇漢編著 第10版 平裝 1

9789869575645 初階外匯業務人員: 重點/考題2合1+速成總整理`金融證照編輯小組編著 第10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77601 占卜實戰論卦上下集110例 陳藝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77601 占卜實戰論卦上下集110例 陳藝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77618 占卜實戰論卦上下集110例 陳藝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77618 占卜實戰論卦上下集110例 陳藝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5

送存冊數共計：35

育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9346 柴山主義: 壽山的保育運動紀錄 林育如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408 感恩奉獻的一生: 胡棘慶、胡劉瑞霞回憶錄胡朝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2415 攜手相伴一甲子: 謝清輝、謝歐柿回憶錄胡朝淵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303 解行準提: 佛法簡易準則提要 任小子作 修訂四版精裝 1

9789869347310 小妹禪: 閒餘禪話 任小子作 四版 平裝 2

9789869347327 靜坐數息法要, 六妙法門, 台宗二十五方便輯要釋智海, 智者大師, 寶靜法師編著 平裝 1

9789869347334 大佛頂首楞嚴經妙心疏 守培法師著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939 操偶讀心術 就靠這招說服你 尼克.寇連達著; 許絜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953 逐夢黑天鵝: 逆流而上的芭蕾舞者米斯蒂.科普蘭(Misty Copeland)著; 趙盛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960 外遇的理由 龜山早苗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977 紐約型男愛讀書 @Hotdudesreading著; 劉品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0984 劉太太和你露營趣: 準備器具X烹調美食X親子遊戲X旅行風格陳婉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884 50位達人のgreen x flower x zakka: 自造清新花草自然家idea 150主婦と生活社授權; 楊妮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891 可麗露 熊谷真由美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03 家庭廚房OK!: 人人愛の巧克力甜點小山進著; 林睿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10 甜而不膩的幸福味: 紅豆甜點慢食光金塚晴子著; 林睿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27 初學和香手帖: 簡單手製x療癒品香松下惠子監修;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34 大人風的優雅可愛: 輕盈美麗的立體剪紙花飾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紙藝協會監修; 周欣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41 超過20種花式擠花教學: 擠花不NG!夢幻裱花蛋糕BOOK福田淳子著; 廖紫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58 送你的甜蜜蜜烘焙禮: 輕鬆親手作好味餅乾.瑪芬.磅蛋糕坂田阿希子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1809 愛心嬤天兵娃 王力芹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你的故事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法實修促進會

串門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沐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良品文化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759 港埠經營管理 楊富強, 賴柏霖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766 航運與港埠政策 楊富強, 賴柏霖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0797 普通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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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5706 信仰的基石: 聖靈是我們的幫助者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黃馨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5737 再臨君王: 幫你讀懂啟示錄 浦偉恩(Vern S. Poythress)作; 詹益龍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744 基督的位格 伯特納(Loraine Boettner)作; 趙中輝翻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575751 信仰的基石: 先知、祭司、君王與我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 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作; 黃馨瑱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5768 亞伯拉罕: 應許和現實的落差 伊恩.杜古德(Iain M. Duguid)著; 郭熙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213 丁酉紀年印隨筆: 陳宏勉篆刻手札陳宏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728 身體.意識.敘事: 現代詩九家論 陳政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6797 獨弦琴: 詩人的抒情聲音 翟月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8601 教你讀唐代傳奇: 裴鉶傳奇 劉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8625 文化/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陳鵬翔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64415 黑暗的角落: 獄政管理「矯正教化與假釋更生」施行之改革王健驊、江捷中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811 滿文<>譯註 葉高樹譯註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38 泡影 姜琍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45 念念詩穎: 蔡榮勇漢英雙語詩集 蔡榮勇(Tsai Jung-yung)著; 戴珍妮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52 愛河: 李昌憲漢英雙語詩集 李昌憲著; 非馬(William Marr), 戴珍妮(Jane Deasy)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69 來我裙子裡點菸 劉曉頤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76 獻給孩子們的詩和遠方: 張鋒詩集張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290 暮 柳煙穗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06 藥香中尋找愛 林大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20 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與經營 施愛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37 初綻的薔薇: 懷鷹詩集 懷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44 寫給月亮的信: 懷鷹詩集 懷鷹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君香室

送存冊數共計：1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秀威經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秀威資訊科技



9789863265351 福山福水故鄉情 心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68 南溟秋興: 黃冠英散文選 黃冠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75 發酵: 詹澈詩集 詹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82 哈佛問學30年 張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399 淡水Tamsui: 楊淇竹漢英西三語詩集楊淇竹著; 王清祿英譯; 蘇逸婷西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05 螺網理論: 經濟與社會的動力結構及演化圖景甘潤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12 天狼星詩選: 二零一八盛宴 溫任平總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29 轉給你看: 開啟臺灣能源轉型 周桂田, 張國暉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36 雪泥鴻爪異國情 賴淑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43 小千世界 卜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67 加勒比海詩選 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74 球陽 壬生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98 島嶼的航行: 利玉芳漢英西三語詩集利玉芳著; 顏雪花英譯; 簡瑞玲西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04 最後的咖啡 艾薇拉.辜柔維琪(Elvira Kujovic)著;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11 「講故事」的「人」: 莫言小說敘事視角和人稱機制研究王西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28 無語凝噎 姜琍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35 傾斜: 溫任平詩集 溫任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42 風中情話: 陳正雄的抽象藝術 風之寄著 [增訂版]平裝 1

9789863265566 冰霜都市 靜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73 歸人絮語 陳玉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80 <>研究: 兼論傳統中國人生活中的時間觀念蕭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03 我的精神病姊姊 余國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10 南十字星空下的呢喃 林寶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34 阿爾巴尼亞詩選 塞普.艾默拉甫(Shaip Emërllahu)編著;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710 GMI生醫蛋白質抗癌新藍海 許瑞祥, Michael Lee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45 發現你的執行力密碼: 調教大腦12種天生能力,當個聰明又有行動力的人佩格.道森(Peg Dawsan), 理查.蓋爾(Richard Guare)著; 呂奕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7783 哲學不該正經學: 哈佛笑魁開的哲學必修課湯瑪斯.凱瑟卡(Thomas Cathcart), 丹尼爾.克萊恩(Daniel Klein)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331 2018 Wonder foto day: new generation photographer yearbookchief editor Fang Yen-Wen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伽馬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希望之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吳亭瑤個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茲文化



9789869453769 耶穌之歌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凱西.凱勒(Kathy Keller)著; 楊淑智譯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518 影響孩子一生的慢思妙答: 40個簡單提問，輕鬆提升邏輯智能大衛.懷特(David A. White)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25 親情救贖: 孩子的心病是為了拯救父母高橋和巳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32 別讓世界的單薄,奪去你生命的厚度: 以印度哲學為師,找回內心的自由權熊仁謙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49 病態人格: 是藏著惡意的善良,還是富有魅力的瘋狂?中野信子著; 謝承翰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211 迷.圖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2017畢業班著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91579 如何獲得靈界的協助 文鮮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1586 「京」驗韓語 吳京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1494 國際休閒創意產業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51380 家族的肖像 Okitty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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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778454 何嘉仁全民英檢初級聽力應試技巧項光裕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778478 Sing and spaek musical stories: the gingerbread man & the ugly ducklingwriter and producer Gail Bennet1st ed. 精裝 1

9789574778485 何嘉仁全民英檢初級口說應試技巧田悅悅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778492 何嘉仁全民英檢初級寫作應試技巧項光裕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600 重症病患之營養照護指引 江艾文等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杜葳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嘉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言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育達商業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阮綜合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9353 布朗克動吃動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9360 舞龜幫幫忙! 妙蒜小農[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9384 Who's There? 妙蒜小農[編著] 1st ed. 精裝 1

9789869409391 Who's Here? 妙蒜小農[編著] 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311 台灣董氏針灸手穴診治秘要 李國政講授.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440328 台灣董氏針灸處方速查(簡體字版)李國政講授.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720 瑜伽睡眠大腦休息法: 真人實證!只要15分鐘,就有睡飽1小時的驚人效果王羽暄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803 台北吃喝玩樂 林拓作 平裝 1

9789866356827 台中好山好水 林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408 快樂E數學: 一年級數學教材 李美穗著 其他 1

9789869530415 快樂E數學: 二年級數學教材 李美穗著 其他 1

9789869530422 快樂E數學: 三年級數學教材 李美穗著 其他 1

9789869530439 快樂E數學: 四年級數學教材 李美穗著 其他 1

9789869530446 快樂E數學: 五年級數學教材 李美穗著 其他 1

9789869530453 快樂E數學: 六年級數學教材 李美穗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99875 濃韻抹茶菓子特選 李湘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6199882 立體造型分享麵包 李湘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99899 台灣小吃教科書 林美慧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快樂學習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志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快樂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1

妙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邦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沐獸人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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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383 超人氣烘焙教室美味甜點的祕密 涂荻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8390 餐桌上的油 羅幼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617 賢首五教儀開蒙增註 (清)續法法師集錄; 欽因法師校正; 智仁法師整理初版 精裝 4

9789868865617 賢首五教儀開蒙增註 (清)續法法師集錄; 欽因法師校正; 智仁法師整理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078 論金融機構跨業整合後的風險控管: 探討金控公司跨業行銷人員之價值觀與利益衝突態度之相互關係: 以我國某金控公司為個案分析王言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500 洪福宮遷建五十週年特輯 周坤城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2027 松山慈惠堂國際藝術聯展 林豐澤等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500 魏晉清談 唐翼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517 人生十論 錢穆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931524 中華文化十二講 錢穆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931531 朱子學提綱 錢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931579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5151 拓方印集會員作品集. 2017 王精行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5168 古員齊印譜: 拓方印集創會二十週年會員個人作品專冊古員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明大金融創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口洪福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山寺圓融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拓方印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山慈惠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80693 中國藥典: 中藥彩色圖集 中國藥典委員會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968 反思共產黨: 毛澤東要建立家天下 鄧小平改革背後真相薛適作 平裝 1

9789869373975 刀鋒上的台灣: 命運對自由台灣的最後示警袁紅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543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4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作1st ed. 精裝 第4冊 1

9789869477550 Vocabulary in context 柯源源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7567 HOWDY STUDENT BOOK. 5 Torch Pratt et al. 1st ed. 精裝 1

9789869477574 Start Up English Dept. of AMC EFL magazines 平裝 1

9789869477581 New Vocabulary & Reading Michael Vergara, Ryan Campbell, Yi Chen[作]其他 第1冊 1

9789869477598 New Vocabulary & Reading Michael Vergara, Ryan Campbell, Yi Chen[作]其他 第3冊 1

9789869521116 New Vocabulary & Reading Michael Vergara, Ryan Campbell, Yi Chen[作]其他 第5冊 1

9789869521109 Move Up English Emily Loftis等[作] 1st 其他 1

9789869521123 NEW Workplace English Book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Joe Henley[作]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21130 NEW Workplace English Book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Joe Henley[作]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21147 NEW Workplace English Book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Joe Henley[作]其他 第3冊 1

9789869521154 NEW Workplace English Book Ryan Campbell, Guy Redmer, Joe Henley[作]其他 第5冊 1

9789869521161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5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作1st ed. 精裝 第5冊 1

9789869521178 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的交響樂章 黃雅菁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1185 空中美語國中全方位講義 Eunice Lin[主編]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521192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6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1st ed. 精裝 第6冊 1

9789869557719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6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1st ed. 精裝 第7冊 1

9789869557702 HOWDY STUDENT BOOK. 6 Sarah Gowen, Torch Pratt, Trudy Barnes1st ed. 精裝 1

9789869557726 Zoom in .2 Benjamin Johns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9557733 HOWDY Kids Student Book .8 author Trudy Barnes, Amy Lovestrand, Torch Pratt1st ed. 精裝 第8冊 1

9789869557757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9557764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6冊 1

9789869557771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7冊 1

9789869557788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8冊 1

9789869557795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初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9冊 1

9789869593106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4冊 1

9789869593113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5冊 1

9789869593120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6冊 1

9789869593144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中級全真模擬試題空中英語叢書編輯群編著 初版 其他 第1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空中美語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旺文社



9789869593168 Vocabulary Skill Builder Michael vergara et al. 其他 1

9789869605229 English for Trade Shows Curtis Starkey, Whitney Zahar 其他 1

9789869605243 字彙即時通. LEVEL 6 王祈堯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984 巫王志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449991 巫王志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500708 巫王志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500777 千年之咒. 2: 許諾 丹妮爾.詹森(Danielle L. Jensen)著; 高瓊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13 都市傳說特典: 詭屋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499 日本甲冑圖鑑 三浦一郎著; 王書銘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0259 有匪. 3, 多情累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66 破碎帝國. 二部曲: 多刺國王 馬克.洛倫斯(Mark Lawrence)作;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73 破碎帝國. 終部曲: 鐵魄大帝 馬克.洛倫斯(Mark Lawrence)作;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297 有匪. 4(大結局), 挽山河 Priest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808 都市傳說. 第二部. 5, 收藏家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815 懸案密碼. 7, 自拍殺機 猶希.阿德勒.歐爾森(Jussi Adler-Olsen)著; 廖素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593 藝意非凡 吳淑明總策畫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205 Global Real Estate: 跨境地產投資 錢進全球黃金海亞太國際地產全球行銷策畫處總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8364 藝展風華: 茶陶創意設計系畢業專輯. 2018許立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562 2017「東方震旦,日月爭輝」國際華文設計研討會暨海報設計展作品集呂文宗等專輯編輯 平裝 1

9789866415579 「東方震旦,日月爭輝」國際華文設計研討會全球設計教育高層論壇論文集. 2017蘇英正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6415586 世界20大奇景檔案 徐美堅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方設計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王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國際地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太技術學院茶陶系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32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8111 無體之體即真體全輯 釋如本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48625 魏晉詩人之遊仙主題研究 陳子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632 魏晉詩人之遊仙主題研究 陳子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649 顧夐詞及其接受 黃鈺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656 顧夐詞及其接受 黃鈺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663 宋代樂府詩研究 羅旻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2

9789864048670 宋代樂府詩研究 羅旻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687 晏殊酒詞研究 許志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694 王令詩歌研究 林于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00 陸游蜀中七律研究 藍治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717 陸游蜀中七律研究 藍治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724 范成大及其<>研究 林秀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31 楊萬里<>寫物研究 楊孝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48 宋元之際逸民畫家題畫詩 康湘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48 宋元之際逸民畫家題畫詩 康湘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62 陳子龍詩論與詩歌探究 蘇怜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79 遺民詩人方文(1612-1669)及其詩作研究劉靜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86 王船山選評三李詩研究 張舒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93 陳維崧題畫詞研究 李倍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793 陳維崧題畫詞研究 李倍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809 活的傳統: 新舊之間的常州詞派理論張耀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816 清代宋詩運動研究 吳文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823 清代「宋詩選本」之陸游選詩研究蔡心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830 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探微 許瑞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847 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探微 許瑞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854 衝突與抉擇: 辛亥鼎革之際督撫研究孫紅旗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861 衝突與抉擇: 辛亥鼎革之際督撫研究孫紅旗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878 晚清民國時期廣東的留學教育 牛麗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885 民國時期廣東國語教育 喻忠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892 稻米流通與近代安徽地方社會(1877-1937)王春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908 近代中國刑事審判制度研究(1902-1937)施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939 文儒演生與文脈傳承: 中古的文學與文化李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8946 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 以劉壎、李存為研究中心劉建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953 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 以劉壎、李存為研究中心劉建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960 論元好問對蘇軾的接受與轉化 蕭豐庭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977 論元好問對蘇軾的接受與轉化 蕭豐庭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8984 清代乾嘉時期蘇州閨秀文學活動研究: 以結社與唱和為考察中心王曉燕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8991 清代乾嘉時期蘇州閨秀文學活動研究: 以結社與唱和為考察中心王曉燕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004 遼金元文言小說研究 林溫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木蘭文化



9789864049011 遼金元文言小說研究 林溫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028 清初前期話本小說的喜劇性研究 周盈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035 紅學新聲 鄧牛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042 節日視閾下的戲曲演藝研究 陳建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059 兩宋進故事研究: 以劉克莊為例 廖安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066 中國歌謠與心理研究 徐華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073 中國歌謠與心理研究 徐華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080 媽祖故事與媽祖文化研究 楊淑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097 <>故事研究 林彥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097 <>故事研究 林彥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03 中國賦對越南科舉試賦之影響研究阮玉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27 臺灣地區1999至2015年<>學研究探論李名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34 詩教與人道: 王夫之<>學中的詩教思想研究朱衛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41 日本江戶時代<>學研究 張小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58 跨文化經典闡釋: 理雅各<>譯介研究沈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65 認知秩序的重整與建構: 清初<>考辨思潮研究趙銘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72 禮圖考略 周聰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89 虛無之理與有物之境: 孔穎達<>道論研究何函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196 胡安國<>的王道思想 戴金波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202 胡安國<>的王道思想 戴金波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219 北宋<>六家注義理研究 林裕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226 晚清解<>思想的淵源及其流變 陳琪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233 港臺新儒家之道家觀研究: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中心汪頻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240 從「教化為學」到「適性為學」: 兩漢以迄嵇康論學思想之重要轉折陳俊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257 審美與倫理之間的「自然」: 朝向「和域」的嵇康思想李雨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264 朱子聖人觀念考述 劉炳瑞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271 朱子聖人觀念考述 劉炳瑞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288 重探韓愈的精神世界: 從清末民初的韓愈批評談起王詩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295 國學史研究 謝桃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301 國學史研究 謝桃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318 極體利用之道: 李道純道學思想研究王彤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349 日治時期影片<>之農村影像研究 黃煥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356 埔里愛蘭長老教會的設立與發展 李靖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363 臺灣崑曲發展的傳承脈絡 林宜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370 京劇創編在臺灣(1949-1964): 娛樂藝術、政治宣傳傳統的繼承與失落黃書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387 台灣戰後屏東現代詩研究 鍾宇翡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394 台灣戰後屏東現代詩研究 鍾宇翡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417 秦漢史探微 王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424 秦漢史探微 王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431 北魏與南齊、南梁戰略關係研究 蔡金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455 北魏與南齊、南梁戰略關係研究 蔡金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448 北魏與南齊、南梁戰略關係研究 蔡金仁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9462 陷於政治矛盾中的宇文護 龍柏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479 唐代女性理想人格研究: 以兩<>為中心的考察胡海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486 近世社會的形成: 宋代的士族與民間信仰王章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493 近世社會的形成: 宋代的士族與民間信仰王章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509 宋朝兒童收養 洪倖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516 宋代轉運使與地方控制研究 靳小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523 南宋宗室與包容政治 梅哲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530 遼金史論稿 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547 金朝宰相制度研究 孫孝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554 晚明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以利瑪竇時代為中心張宗鑫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561 晚明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以利瑪竇時代為中心張宗鑫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578 明清士紳家訓研究(1368-1840年) 王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585 明清士紳家訓研究(1368-1840年) 王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592 狐媚燕京: 海之王國占城對明朝的朝貢策略與影響張正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08 清儒從祀孔廟研究 姜淑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15 清代喪葬法律與習俗: 以<>的規定為主要依據劉冰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22 載灃與宣統政局 李學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39 京師大學堂科學教育研究 白天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46 顧炎武的著述體系與學術思想 趙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53 突厥鐵勒史探微 陳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60 戰國玉器研究 俞美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60 戰國玉器研究 俞美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77 東漢畫像石與早期道教暨敦煌壁畫之研究俞美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77 東漢畫像石與早期道教暨敦煌壁畫之研究俞美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684 美術考古學語境下的唐代石槨研究李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684 美術考古學語境下的唐代石槨研究李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691 美術考古學語境下的唐代石槨研究李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691 美術考古學語境下的唐代石槨研究李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707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 劉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07 敦煌莫高窟吐蕃後期經變畫研究 劉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14 神秘靈動: 古滇國青銅雕刻藝術特徵研究隴藝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14 神秘靈動: 古滇國青銅雕刻藝術特徵研究隴藝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21 道易惟器: 宋以來宮調理論變遷及與音樂實踐關係研究李宏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745 道易惟器: 宋以來宮調理論變遷及與音樂實踐關係研究李宏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738 道易惟器: 宋以來宮調理論變遷及與音樂實踐關係研究李宏鋒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9752 段玉裁與桂馥<>學之比較研究 鍾哲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69 楊樹達文字訓詁學研究 王安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776 楊樹達文字訓詁學研究 王安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783 「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種)研究 陶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90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杜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790 支謙譯經動作語義場及其演變研究杜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806 楊慎古音學文獻探賾 叢培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813 楊慎古音學文獻探賾 叢培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820 清代吳烺<>音系研究 張淑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837 曾運乾音學研究 柯響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049851 曾運乾音學研究 柯響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049844 曾運乾音學研究 柯響峰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049868 文獻所見廣州方言詞彙三百年來的歷史演變林茵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49875 詩經斠詮評譯 蔡文錦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9882 詩經斠詮評譯 蔡文錦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9899 詩經斠詮評譯 蔡文錦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9905 詩經斠詮評譯 蔡文錦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9912 詩經斠詮評譯 蔡文錦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049929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雜傳輯校甲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049936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雜傳輯校甲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049943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雜傳輯校甲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049950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雜傳輯校乙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049967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雜傳輯校乙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049974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雜傳輯校乙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864049998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地記輯校甲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864850006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地記輯校甲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864850013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地記輯校甲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9789864850051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地記輯校乙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0冊 1

9789864850068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地記輯校乙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1冊 1

9789864850075 先唐雜傳地記輯校: 地記輯校乙編王琳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2冊 1

9789864850082 唐御史臺職官編年彙考. 中唐卷 霍志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099 唐御史臺職官編年彙考. 晚唐卷 霍志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105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筆記卷.初編趙興勤, 蔣宸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112 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 筆記卷.初編趙興勤, 蔣宸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129 漢賦文本研究 彭春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136 近古文學叢考 趙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143 <>校注. 一-二: 牡丹亭還魂記 王學奇, 李連祥校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150 <>校注. 一-二: 牡丹亭還魂記 王學奇, 李連祥校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167 <>校注. 三: 紫釵記 王學奇, 李連祥校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174 <>校注. 四: 邯鄲記 王學奇, 李連祥校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181 <>校注. 五: 南柯記 王學奇, 李連祥校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198 <>釋注 徐孫銘, 李佩樺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204 西夏文藏傳<>研究 安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211 西夏文<>研究 張九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228 21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2011-2015年)周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235 晚清民國通俗小說論稿 范伯群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242 晚清民國通俗小說論稿 范伯群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259 從通俗文學到大眾文化: 舊文選編徐斯年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266 從通俗文學到大眾文化: 舊文選編徐斯年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273 中國現代通俗小說再思錄 湯哲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280 預告、呈現、揭示: 文學廣告視角的現代文學傳播研究(1915-1949)胡明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297 出入於虛構和現實之間: 現代通俗小說的社會情態張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03 中國偵探小說的敘事視角與媒介傳播朱全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27 「蔣夫人文學獎金」徵文匯考 陳思廣, 劉安琪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334 「蔣夫人文學獎金」徵文匯考 陳思廣, 劉安琪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341 1920年代革命文學中的工人運動 孫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58 有獎徵文與中國現代文學 門紅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65 校園文化與中國新詩的發生 陶永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72 戰國策派考論 李金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89 徐訏的「游離」體驗與詩歌創作 高博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396 重審中國文學的現代起點: 現代文化語境中的晚清文學史敘述研究王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02 「下江人」和抗戰時期重慶文學 黃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19 民國文學機制與<>(1910-1931)研究框架述略李直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26 「托洛茨基」與中國現代革命文學思潮彭冠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33 民國時期新文學作家與俠文化研究陳夫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57 中華民國文學史論(1912-1949) 丁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64 民國文學史簡論 湯溢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71 現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面孔 逄增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488 民國南京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趙步陽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495 民國南京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怡, 趙步陽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501 知識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 伍小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518 民國文學: 眾說紛紜的鄉土敘事 晏潔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525 民國文學: 眾說紛紜的鄉土敘事 晏潔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532 民國文學: 歧義重生的城市敘事 梁建先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383 民國文學: 歧義重生的城市敘事 梁建先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549 重審中國新詩的發生: 以「新詩集」的出版、接受與評價爲線索姜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556 現代詩學探索之二脈: 胡適、胡懷琛比較研究余薔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563 <>的法國文學譯介研究 呂潔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570 詩意的結構: 現代抒情小說的敘事研究席建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587 因性而別: 中國現代文學家庭書寫新論陳千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594 文學的戰時抒寫與傳播: 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作家的生存狀態與創作心理研究王鳴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482 文學的戰時抒寫與傳播: 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作家的生存狀態與創作心理研究王鳴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600 帝國的榮耀與沒落: <>對晚清軍事的構建及想像易耕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617 帝國的榮耀與沒落: <>對晚清軍事的構建及想像易耕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499 帝國的榮耀與沒落: <>對晚清軍事的構建及想像易耕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0624 黑布鞋: 1936-1937年現存國防電影文本讀解袁慶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631 中心與邊緣: 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與社會思潮胡偉希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505 中心與邊緣: 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與社會思潮胡偉希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648 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晚清與民國卷.1872-1949): 國際青年學者專題學術論集李浴洋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0655 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晚清與民國卷.1872-1949): 國際青年學者專題學術論集李浴洋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0662 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晚清與民國卷.1872-1949): 國際青年學者專題學術論集李浴洋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0679 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晚清與民國卷.1872-1949): 國際青年學者專題學術論集李浴洋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2512 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晚清與民國卷.1872-1949): 國際青年學者專題學術論集李浴洋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850686 跨學科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教育、文學與社會: 北京大學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翔宇編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709 跨學科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教育、文學與社會: 北京大學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翔宇編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693 跨學科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教育、文學與社會: 北京大學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翔宇編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07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論(1949-2015)丁帆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0730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論(1949-2015)丁帆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0747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論(1949-2015)丁帆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0754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論(1949-2015)丁帆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0761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史論(1949-2015)丁帆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4850778 性別視閾中的當代文學 喬以鋼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785 新世紀文學論稿: 作家與作品 孟繁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792 新世紀文學論稿: 作家與作品 孟繁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808 新世紀文學論稿: 文學思潮 孟繁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815 新世紀文學論稿: 文學思潮 孟繁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822 新世紀文學論稿: 文學現場 孟繁華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839 新世紀文學論稿: 文學現場 孟繁華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846 迷茫的跋涉者: 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心靈歷程(1976-1994)張志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853 迷茫的跋涉者: 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心靈歷程(1976-1994)張志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860 文學與時代的精神狀況 趙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877 當代文藝學的規範性基礎: 合法性反思及其批評實踐傅其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884 從「魯藝」到「魯院」: 中國當代作家培養制度研究畢紅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891 浩然小說創作的本土性與評價史 梁曉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07 新時期文學重評現象研究 任南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14 1980年代「科學」和「理性主體」的重建: 以「走向未來」叢書為中心皮坰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21 舒蕪胡風關係史證 吳永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0945 舒蕪胡風關係史證 吳永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0938 舒蕪胡風關係史證 吳永平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0952 都會中的繆斯: 當代大陸新詩的文化闡釋盧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69 中國科幻小說史論 劉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76 影像志: 大陸新世紀革命電視劇的文化觀察劉虹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83 中國當代通俗文學與大眾文化的生產與消費韓穎琦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0990 小說湖南與當代中國: 湘楚文化視野下的湖南小說研究(1978-2013)唐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03 張賢亮文學創作評價史及反思 張欣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10 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人民共和國卷. 1949-1976): 國際青年學者專題學術論集李浴洋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34 范仲淹文學與北宋的詩文革新 陳光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41 胡應麟敘事理論及其批評與創作實踐: 以<>與<>為論黃鈴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58 明代戲曲本色論 侯淑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65 六朝散體文論稿 王琳, 楊朝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072 六朝散體文論稿 王琳, 楊朝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089 金代主要別集散文研究 陳蕾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096 唐前伍子胥故事流變與文化價值 洪佳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02 木蘭故事的文本演變與文化內涵 張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26 六朝「詩歌遊戲化」現象研究 朱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33 歸田與憫農: 唐詩中田園書寫的兩個面向李堯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40 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 王潤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57 唐詩中的梁宋齊魯: 以外來詩人為主軸的地域書寫郭俐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64 <>之詩論研究 李鴻玟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171 <>之詩論研究 李鴻玟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188 黃庭堅館閣期詩歌研究 陳瑋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195 李廌<>詩作意象與語言特色研究 葉宛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201 明代臺閣體及其詩學研究 張日郡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218 雲間李雯及其詩詞研究 管偉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225 雲間李雯及其詩詞研究 管偉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529 雲間李雯及其詩詞研究 管偉森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1232 龔自珍詩文研究 吳文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249 龔自珍詩文研究 吳文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263 回歸本真的交往方式: 托馬斯.阿奎那論友誼趙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270 論維護人性尊嚴: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神學人類學研究周蘭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287 黑格爾神學思想研究 熊徑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294 <>官話和合本句法研究 邢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300 早期基督教史學探析(西元1-4世紀初期)肖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317 宗教自由的界定性研究 段知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331 知識制度化: 以學科身份建構為中心的多個案研究藺亞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348 學術場域的政治邏輯 張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355 在「高深學問」和「個人知識」之間: 當代大學課程的秩序轉型王一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362 在「高深學問」和「個人知識」之間: 當代大學課程的秩序轉型王一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379 高校在學生危機事件處理中的組織困境研究董曉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393 秩序的整合與國家的重塑:梁啟超憲政思想研究楊亮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09 范源廉與清末民初的中國教育 姜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16 民國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問題研究(1912-1949)田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23 1948年國民黨政府幣制改革研究 陳建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30 重慶陪都時期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研究賈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47 中國郵政立法研究: 以近現代社會變遷為背景劉波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454 中國郵政立法研究: 以近現代社會變遷為背景劉波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461 汪兆銘政府對外關係暨財金政策(1940-1945)郭致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78 陳誠與東北戰場(1947-1948) 蕭源聖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85 李宗仁與抗戰時期第五戰區(1937-1945): 以安徽為中心的探討廖奕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492 八年抗戰期間中日美三國漫畫之研究張淑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15 民國文學珍稀文獻集成. 第二輯, 新詩舊集影印叢編劉福春, 李怡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851522 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1950-1953): 以三次援韓之議為中心陳昱瑋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39 臺灣農會與鄉村建設 杜興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46 臺灣歷史建築文化認同比較之研究: 以日帝總督府國語學校和臺北城文廟府儒學為例劉于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53 戰後臺籍菁英對政府施政之肆應: 以林獻堂與吳新榮為探討中心(1945-1955)黃冠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60 宜蘭彰化三山國王信仰之比較研究劉錫弘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77 「我們」是誰?: 1945-1949思索主權的文化邏輯林封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584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蔡政惠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1591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蔡政惠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1607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蔡政惠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1614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蔡政惠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1621 臺灣木刻糕餅印模造型與圖案之研究陳玉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638 一九七Ｏ年代以降臺灣散文的性別、族群、階級議題之研究陳鴻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645 從傳統到現代: 新竹地區詩社研究武麗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652 從傳統到現代: 新竹地區詩社研究武麗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676 柳興恩<>之<>興廢源流研究 王巧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683 鄭玄<>說<>與引<>之研究 羅健蔚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690 由思想而行動: 南宋理學家倫理實踐研究梁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06 錢穆先生的儒學觀述評 顧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13 孔老關係研究 黃梓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20 從精英到民間: 袁了凡思想研究 林志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37 <>、<>與<>政治觀研究 林靜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44 孫過庭書學思想淵源考 向淨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51 中國茶道與美學 劉麗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68 <>中所見政治思想新論 張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75 宋元時期<>的內丹理論研究: 以翁葆光<>為討論核心段致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782 儒家內聖之學的極致: 「宋明理學殿軍」的蕺山思想劉清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05 「三禮」樂器及樂制考述 葉敦妮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12 東周青銅禮器制度研究: 以中原和楚地為中心張聞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1829 東周青銅禮器制度研究: 以中原和楚地為中心張聞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1836 漢唐「匿哀」等罪研究 倪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43 北魏王言制度 王興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50 侯景之亂對南北朝政局的衝擊 許高祥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67 唐代嶺南地區經濟發展研究 朱祖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74 楊吳政權家族政治研究 胡耀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81 宋遼人物與兩國外交. 續論 蔣武雄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898 賈儒之間: 明清之際文學生態中的士商關係類型研究黃敦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04 清代則例適用研究 沈成寶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11 江南文化的詩性精神研究 劉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28 陽翟褚氏家族研究 許峻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35 「韓熙載夜宴圖」研究: 一幅圖畫的故事、傳播及衍生彭仁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42 方寸間的律動: 析論唐代玉製腰帶具文化功能的變革劉榮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59 詩意的家居: 明清徽州民居的審美研究衣曉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66 制度環境、社會資本與家族企業: 一個長歷史時段的商人社會資本視角陳倩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73 明代佛教勸善運動研究 黃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1997 中國歷史上的義利之辨研究 王澤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000 現代新儒家倫理思想研究 王澤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017 新教倫理與儒家倫理: 韋伯倫理思想研究王澤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024 景德問道錄 向玉喬, 匡列輝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031 景德問道錄 向玉喬, 匡列輝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048 核心價值與文化傳統之思: 以對梁啟超考察為基礎的闡發陳澤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055 核心價值與文化傳統之思: 以對梁啟超考察為基礎的闡發陳澤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062 秦漢政治道德生活研究 高恆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079 佛教善惡思想研究 傅映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086 <>婚姻倫理思想研究 陳叢蘭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093 中國古代吏治整飭與民本價值向度研究李秀娟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109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1卷: 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目標定位與視域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116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1卷: 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目標定位與視域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123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2卷: 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內容與實現理路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130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2卷: 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內容與實現理路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147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3卷: 高校人才培養與大學生素質教育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154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4卷: 高校思政課教學改革與教育實效性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161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5卷: 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與資政育人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178 讓德育在文化中詩意的棲居. 第5卷: 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與資政育人研究柳禮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185 船山學廣論 朱迪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192 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208 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215 湖湘文化綜論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222 湖湘文化綜論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239 湖湘人物研究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246 湖湘人物研究文集 王興國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260 近出西周青銅器集釋: 以作冊般銅黿、豳公盨、逑盤、犭臣犬器為研究對象廖佳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277 近出西周青銅器集釋: 以作冊般銅黿、豳公盨、逑盤、犭臣犬器為研究對象廖佳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307 東漢佛經複合詞研究 郭懿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314 明代介音的演變與發展 陳語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284 <>「亦聲」疏證 何家興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291 <>重文相關問題研究 方怡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321 裴韻音系比較研究 歐陽榮苑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338 裴韻音系比較研究 歐陽榮苑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345 李思明語言學論集 李思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369 李思明語言學論集 李思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352 李思明語言學論集 李思明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2390 左傳人物名號研究 方炫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413 左傳人物名號研究 方炫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406 左傳人物名號研究 方炫琛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2420 漢志諸子略通考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444 漢志諸子略通考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437 漢志諸子略通考 司馬朝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2451 中古兵書文獻與語詞研究: 以<>曹操注爲主曹海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468 <>叢考 羅國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543 文化比較視域下「五四」新文化運動再思考穆允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550 民國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研究 肖黎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567 民國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研究 肖黎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574 杜亞泉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 閻乃勝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581 杜亞泉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 閻乃勝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598 京劇知識形成、商業宣傳與演員中心現象: 由1917至1938京劇報紙期刊探討京劇之發展李湉茵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604 日本近代篆刻發展的肇基: 清末民初中日篆刻交流的考察黃雅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604 日本近代篆刻發展的肇基: 清末民初中日篆刻交流的考察黃雅宜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611 日本近代篆刻發展的肇基: 清末民初中日篆刻交流的考察黃雅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611 日本近代篆刻發展的肇基: 清末民初中日篆刻交流的考察黃雅宜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635 <>禮樂器物形制考釋 莊斐喬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642 <>禮樂器物形制考釋 莊斐喬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659 西周金文賞賜物品研究 吳紅松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666 戰國秦系璽印研究 陳重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673 南宋李從周<>研究 王世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680 南宋李從周<>研究 王世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697 近現代古文字學者篆書之研究 姚吉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697 近現代古文字學者篆書之研究 姚吉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710 近現代古文字學者篆書之研究 姚吉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710 近現代古文字學者篆書之研究 姚吉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703 近現代古文字學者篆書之研究 姚吉聰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2703 近現代古文字學者篆書之研究 姚吉聰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2727 詩經聯綿詞研究 郭哲瑜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734 邵晉涵<>同族詞研究 林永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741 從語言共性看上古音複聲母之系統及結構問題李千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758 粵北始興客家音韻及其周邊方言之關係劉勝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765 粵北始興客家音韻及其周邊方言之關係劉勝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789 唐宋詩中的孔子 周岩壁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796 唐宋詩中的孔子 周岩壁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802 節氣與節令: 唐詩中的清明與重陽王靖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819 賀鑄詞接受史 張巽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826 賀鑄詞接受史 張巽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833 明詩話之曹丕研究 陳建志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840 元代南方詞壇研究 陳海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857 乾隆三大家詠史詩研究 賴玉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864 乾隆三大家詠史詩研究 賴玉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871 龔定盦詞研究 許永德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888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柯繼紅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2895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柯繼紅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2901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柯繼紅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2918 中國詩歌形式研究: 以長短句節奏格律為中心柯繼紅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2932 <>的中國論述. 1920-1927 徐國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949 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 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張齊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956 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三大節令書寫郭晏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963 屏東市眷村之沿革與變遷: 以大鵬七村、凌雲三村為例許雄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2970 臺南府城醫藥神信仰與相關文化研究胡欣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2987 臺南府城醫藥神信仰與相關文化研究胡欣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2994 台灣慈惠堂瑤池金母信仰研究 蔡秀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007 臺中市萬和宮文物館館藏陶瓷年代產地與展示研究白惟昕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014 戰後臺灣商業劇場東華皮戲團表演活動張能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021 臺灣京劇演員參與崑劇演出研究(1951-2013)李巧芸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038 臺灣京劇演員參與崑劇演出研究(1951-2013)李巧芸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045 歌仔戲坤生性別與表演文化之研究洪瓊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052 歌仔戲坤生性別與表演文化之研究洪瓊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069 奚南薰篆書之研究 沈禔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069 奚南薰篆書之研究 沈禔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076 奚南薰篆書之研究 沈禔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076 奚南薰篆書之研究 沈禔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083 丁念先隸書之研究 涂璨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083 丁念先隸書之研究 涂璨琳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090 丁念先隸書之研究 涂璨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090 丁念先隸書之研究 涂璨琳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106 再現賴和: 戰後臺灣各級詩獎的賴和書寫黃淑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113 蕭乾源及高雄旗峰吟社研究 陳宛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120 蕭乾源及高雄旗峰吟社研究 陳宛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137 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 李喬的創作與思想研究黃小民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144 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 李喬的創作與思想研究黃小民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151 臺灣海洋文學研究(1950-2010) 張錦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168 臺灣海洋文學研究(1950-2010) 張錦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182 中國古代文論旨要 劉鳳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199 中國古代文論旨要 劉鳳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205 傳統文論與書論會通研究 資成都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212 傳統文論與書論會通研究 資成都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229 唐代書論與詩論之比較研究 洪曜南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229 唐代書論與詩論之比較研究 洪曜南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236 唐代書論與詩論之比較研究 洪曜南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236 唐代書論與詩論之比較研究 洪曜南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243 蘇軾詩學理論及其實踐 江惜美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250 元曲正義 于成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267 論豪放 于成我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281 論豪放 于成我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274 論豪放 于成我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298 三國兩晉貶謫文化與文學 羅昌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304 孤城、孤舟與京華: 杜甫夔州與兩湖時期的創作視角陳曜裕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311 孤城、孤舟與京華: 杜甫夔州與兩湖時期的創作視角陳曜裕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328 明中葉吳中文人集團研究 邸曉平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335 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播: 新論楊慎 王鐿容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359 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播: 新論楊慎 王鐿容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342 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播: 新論楊慎 王鐿容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366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 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創作觀念研究徐雲知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373 富教並重,教化至上: 李綠園教育思想及其<>創作觀念研究徐雲知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380 蘇州派傳奇研究 董曉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397 白居易古文研究 王偉忠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403 白居易古文研究 王偉忠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410 劉禹錫古文研究 王偉忠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427 人間天地七月情: 元明清時期牛郎織女文學的傳承與嬗變周玉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434 漢譯南傳大藏經<>故事研究 陳曉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458 四庫全書考校錄 王婷等著; 江慶柏, 徐大軍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4853465 四庫全書考校錄 王婷等著; 江慶柏, 徐大軍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4853472 四庫全書考校錄 王婷等著; 江慶柏, 徐大軍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4853489 四庫全書考校錄 王婷等著; 江慶柏, 徐大軍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4853496 <>詩話提要述評 楊雅筑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502 <>新證 李言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519 <>文本生成研究 謝炳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533 <>文本生成研究 謝炳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526 <>文本生成研究 謝炳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540 清帝國本部政區資料輯攷 蔡宗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557 清帝國本部政區資料輯攷 蔡宗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564 西藏紀行十二種 蔡宗虎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571 清季布魯克巴(布丹)漢文史料輯註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588 清季布魯克巴(布丹)漢文史料輯註蔡宗虎輯註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595 劉辰翁<>研究 張晏菁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601 張有<>綜合研究 邱永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618 張有<>綜合研究 邱永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625 畢沅生平及其小學研究 邱永祺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632 畢沅生平及其小學研究 邱永祺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649 印本流布與宋詩嬗變 蘇勇強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663 印本流布與宋詩嬗變 蘇勇強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656 印本流布與宋詩嬗變 蘇勇強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670 王照圓研究 于少飛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687 王照圓研究 于少飛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694 近代域外人中國行紀裏的晚清鏡像: 以岡千仞<>為中心葉楊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717 宋代經筵<>講義研究 何銘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724 論<>禮例研究法: 以鄭玄、賈公彥、凌廷堪為討論中心鄭雯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748 論<>禮例研究法: 以鄭玄、賈公彥、凌廷堪為討論中心鄭雯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731 論<>禮例研究法: 以鄭玄、賈公彥、凌廷堪為討論中心鄭雯馨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755 <>義法模式考述 張厚齊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779 <>義法模式考述 張厚齊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762 <>義法模式考述 張厚齊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786 何鄭之爭與范曄筆下的漢末經學史朱生亦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793 內聖與外王: 荀子的人文化成之道夏春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809 內聖與外王: 荀子的人文化成之道夏春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816 漢代道氣論思想研究 楊婉羚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823 漢代道氣論思想研究 楊婉羚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830 東漢讖緯學研究 陳明恩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847 東漢讖緯學研究 陳明恩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854 「氣」在魏晉「人物美」中的呈顯: 「道、氣、象、物」之融通巫穗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61 李光地<><>義理研究 黃彥菱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78 曾國藩與梁啟超: 以儒家文化傳承為主線的考察秦美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85 俱舍學研究 林律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892 周易禪解觀止 趙太極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08 周易禪解觀止 趙太極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15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22 印順中觀思想及其繹論 歐陽鎮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39 <>道教醫學之研究 胡玉珍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3953 <>道教醫學之研究 胡玉珍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3946 <>道教醫學之研究 胡玉珍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3977 伊犁河流域史前遺存發現研究 李溯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984 區域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商代關中的考古學研究宋江寧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3991 周代爵制研究 劉芮方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04 禮俗與嬴秦文明 包瑞峰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11 秦漢官制演變研究 王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28 漢代統治者的民論研究 孫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35 漢代大司農研究 陳文豪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42 隋朝君臣關係研究 冀英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59 武則天重要人際關係考論 司海迪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066 武則天重要人際關係考論 司海迪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073 五代時期的政權更迭與地理形勢 黃英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080 宋代州級司法幕職研究 廖峻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097 宋代州級司法幕職研究 廖峻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103 宮闈內外: 宋代內臣研究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110 宮闈內外: 宋代內臣研究 何冠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127 晚宋宰臣鄭清之研究 李逸寒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134 西湖夢尋: 17世紀杭州士人的社會網絡與文化生活王濤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141 明清陜蒙交界地區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與變化過程舒時光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158 明清陜蒙交界地區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與變化過程舒時光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165 清代西北回族人口與回族經濟 路偉東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189 清代西北回族人口與回族經濟 路偉東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172 清代西北回族人口與回族經濟 路偉東著 初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854196 憲政編查館與晚清法制改革 戴馥鴻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202 司馬遷的史學批判與<>的建構 楊庭懿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19 司馬遷的史學批判與<>的建構 楊庭懿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226 孟子家族文化研究 朱松美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33 孟子家族文化研究 朱松美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240 明清即墨藍氏家族文化研究 張華清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57 明清即墨藍氏家族文化研究 張華清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264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書法研究 蕭順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64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書法研究 蕭順杰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71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書法研究 蕭順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271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書法研究 蕭順杰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288 唐代楷書之二篆系統 郭伯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88 唐代楷書之二篆系統 郭伯佾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295 唐代楷書之二篆系統 郭伯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295 唐代楷書之二篆系統 郭伯佾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301 唐宋時期對王羲之書法的理解與詮釋洪文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301 唐宋時期對王羲之書法的理解與詮釋洪文雄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318 唐宋時期對王羲之書法的理解與詮釋洪文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318 唐宋時期對王羲之書法的理解與詮釋洪文雄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325 蘇軾士人畫論的產生與影響 麥滿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332 撕裂的兩極: 祝允明的人生與書法閆繼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332 撕裂的兩極: 祝允明的人生與書法閆繼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54349 徐渭書法研究 賈硯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349 徐渭書法研究 賈硯農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854356 徐渭書法研究 賈硯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854356 徐渭書法研究 賈硯農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6080 易經與論語. 第四卷 吳秋文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701 長青詩集 劉黎影, 陳國卿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098319 無禁忌校醫 円真知子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2345 迷糊探險隊 Suka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76213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487944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56258 DAYS 安田剛士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656876 SHEERLORE: 樂團傳說 春川三咲, 田口囁一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863820444 靈感! 瀬田ヒナコ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3834 Spotted Flower~2人的幸福生活 木尾士目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25937 羽球戰爭! 濱田浩輔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4256 i.少女 高山としのんり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4430 老人賭博 松尾SUZUKI原作; SUGIMURA Sinichi漫畫; 方郁仁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18995 棺材、旅人、怪蝙蝠 きゆづきさとこ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319237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622573 學園爆笑王 森田真法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622818 擁抱春天的羅曼史ALIVE 新田祐克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4126 我被綁架到貴族女校當「庶民樣本」七月隆文原作; りすまい漫畫; 陳姿君譯平裝 第8冊 1

9789864626533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72703 百鍊霸王與聖約女武神 鷹山誠一作; chany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328643 請叫我英雄 花沢健吾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700998 玩偶殺人遊戲 蔵人幸明,丿村優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2855 上班族金太郎五十歲 本宮宏志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2954 愛闖禍的快樂魔女 流圭原作; ほた。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4996 黑街外傳 コ一スケ原作; 鴨修平漫畫; 林佳祥譯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7324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郭名珊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09328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335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采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送存種數共計：376

送存冊數共計：571

易立文化



9789864709335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0597 百足 フクイタク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525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2683 CONNECT: 當音樂人遇上漫畫家 鈴木マナツ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2843 20世紀少年完全版 浦沢直樹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3147 失物旅館 穗積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3697 外出危機 おわる作; 李芝慧譯 平裝 1

9789864824526 我要成為編輯王 力ツヲ作; 謝子庭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779 應該愛的男人 富士山ひょうた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6148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664 今天的可魯貝洛斯 桜井亞都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7862 鑽石王牌act II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7879 鑽石王牌act II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8128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 加藤元浩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829002 春情盪漾的保育園 ジヤガー芋子作; 黃依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156 助太刀09 岸本聖史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903 秘密在擁吻中洩露了 篁アンナ作; 刻托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934 魔法使的新娘 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0302 怨恨與戀恨 秋夕力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0319 怨恨與戀恨 秋夕力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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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昌譯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0951 我家使魔很抱歉 櫓刃鉄火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1231 芙拉拉一個人什麼也做不了 渡邊ポポ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1613 海盜戰記VINLAND SAGA 幸村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4861996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番外篇: 信樂大叔遠藤ミドリ原作; 宗一郎作畫; 江昱霖譯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2009 電波少女與錢仙大人!番外篇: 信樂大叔遠藤ミドリ原作; 宗一郎作畫; 江昱霖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365 29歲單身中堅冒險家的日常 奈良一平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471 citrus柑橘味香氣 サブロウ夕作; 韓珮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3488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864119 百寶藏妖譚 樊落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4911 再見了,我的克拉默 新川直司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5093 虛構推理 城平京原作; 片瀨茶柴漫畫; 江昱霖譯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345 高校星歌劇 ひなた凜原作; 冰堂れん作畫; 尤靜慧譯平裝 1

9789864865352 高校星歌劇: 星塵之夢 ひなた凜原作; 冰堂れん作畫; 尤靜慧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5659 偶像夢幻祭. 3, 皇帝的歸來 日日日, Happy Elements株式会社作; 蕪村譯平裝 1

9789864866236 空挺Dragons 桑原太矩漫畫; 林家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6267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6366 守護月天!解封之章 桜野みねね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6526 無敵怪醫K2 真船一雄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4867363 在異世界成為神的我,長出了蹼! 非瓴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7660 老師,對不起 黑澤R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660 老師,對不起 黑澤R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7714 故事的結局 大槻ミゥ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864867738 聽見戀愛的腳步聲 野荻ぁき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864868735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9008 JOJO的奇妙冒險Lion 荒木飛呂彥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4869022 驚爆遊戲 井上淳哉作; 林琪禎譯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869053 天才的開箱方式 紫曜日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923 飢餓的瑪莉 田村隆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961 ROBOTxLASERBEAM 機器人的雷射高爾夫藤卷忠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992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52025 曖昧期未滿 熒夜作 平裝 1

9789579652261 45cm的境界線 不破慎理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9652520 黑道女僕鮫造先生 山田まりお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9652544 無名的男公關 いかみりん作; 刻托譯 平裝 1

978957260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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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2601983 東京闇鴉. 15, ShamaniC DawN あざの耕平作; 蕪村譯 平裝 1

9789572602072 來自天堂的攻略 夏天晴作 平裝 1

9789572602140 惡魔醫生24小時暴走中 紫曜日作 平裝 1

9789572602218 暱稱: 艾莉GY 泉和良原著; 大岩賢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232 你是我的公主殿下 鯨田ヒロト作; 小路譯 平裝 1

9789572602263 你要保密喔!! さとまるまみ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2287 木嶋同學心跳留宿記 桃季さえ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2492 櫻花盛開之時 宮沢ゆら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2508 請叫我英雄 公式合集 花沢健吾原作; 横槍メンゴ等漫畫; 尤靜慧譯平裝 1

9789572602591 銃夢 木城幸人漫畫; 合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706 貓原 武井宏之漫畫; 陳楷錞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829 我和同性戀人同居6年了 井伊イチノ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02874 乾草堆上的情事 渦井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2911 我可愛的王子殿下 村上左知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2602928 獵奇犯罪特搜室 Richard WOO原作; 芳崎世夢漫畫; 蔡妃甯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942 日場與夜場 大須賀恵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966 人魚公主吃得很抱歉 野田宏原作; 若松卓宏漫畫; 蔡夢芳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980 命運輪迴 福地翼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352 身陷花與風暴的心得 にゑ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2603376 舍監大人有時是乖小孩 音海ちさ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3451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468 恐怖漫畫合集 死角 伊藤潤二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1

9789572603536 原來我家是魔力點. 2, 只是住在那裡就變成世界最強あまうい白一作; 郭珈佑譯 平裝 1

9789572603598 鍵盤偵探小圈內. 2: 忌女板小町殺人事件七尾与史作; Shion譯 平裝 1

9789572603635 尼特族的異世界就職記 桂かすが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3642 帶著外掛轉生為公會櫃台小姐 夏にコタツ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666 境界迷宮與異界魔術師 小野崎えいじ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710 魔法使的新娘 公式原作導讀Merkmalヤマザキコレ, マッグガーデン作; 張紹仁譯平裝 1

9789572603833 飢餓的瑪莉 田村隆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918 GRANBLUE FANTASY碧藍幻想 cocho, 楓月誠, Cygames原著; 趙秋鳳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949 偶像盛宴! TNSK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970 成群結伴!西頓學園 山下文吾作; 蔡孟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994 亞梨沙決鬥詩章 Cygames, 邪武丸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076 天野惠破綻百出 猫口作; 小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175 月食奇譚 春泥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4205 午後的外星人 活又弘樹作; 洪兆賢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335 完全色誘羅曼史 蘭子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427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入學篇 きたうみ つな作畫; 佐島勤原作; 吳勵誠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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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冊 1

9789572604892 青春RunAway 乙津きみ子作; 澤野綾譯 平裝 1

9789572604946 我已婚又怎樣? 桐乃まひろ作; 黃詩婷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165 魔女是男子 安原いちる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295 從早安到晚安 梶ヶ谷 ミチル作; 張芳馨譯 平裝 1

9789572605301 正義使者: 我的英雄學院之非法英雄別天荒人作畫; 堀越耕平原作; 吳勵誠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387 蒼鋼的冒瀆者 榊一郎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5394 異世界超商繁盛記. 3 新木伸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5400 QUALIDEA CODE心靈代碼 渡航(Speakeasy)作; 蕪村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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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2605431 不分晝夜,惡女相伴 烏村居子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5448 偶像夢幻祭. 4, 響徹天際的歌聲 日日日原作.插畫; Happy Elements株式会社作; 蕪村譯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5455 銃皇無盡的法夫納XV無限光輝 ツカサ作; 林憲權譯 平裝 1

9789572605462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作; 周庭旭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5479 神說不可以: 幽間戲言系列 草子信作 平裝 卷3 1

9789572605547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6155 搖曳露營△ あfろ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6377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0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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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冊 1

9789572606445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06506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7084 黑莉莉與白百合 鳳まひろ作; 李其馨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305 魔王難為. II vol.03, 魚板眼圈與海妖之歌紅淵作 平裝 1

9789572607329 身為普通大叔的我帶著神賜予的能力在異世界旅行,累了就用轉移魔法回家。霜月緋色作; 劉仁倩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350 為所欲為的前勇者再度轉生,開始強大而愉快的第二輪遊戲新木伸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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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2607398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 羊太郎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07442 英雄精靈培育兩名弟子!從末日開始的世界延命法step2秋月煌介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572607466 重生勇者面露冷笑,步上復仇之路. 4, 耽溺欲海的商人木塚ネロ作; 黃健育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7503 食戟之靈 附田祐斗, 佐伯俊, 森崎友紀作; 陳姿君譯平裝 第28冊 1

9789572607558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07602 究極初心者. 4, 覺醒的妖精 田尾曲丈作; 吳天立譯 平裝 1

9789572607619 獵人 冨檻義博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2608692 精靈幻想記9月下的勇者 北山結莉作; 劉哲琪譯 平裝 1

9789572608722 關於人類是最強種族這件事. 4, 與精靈新娘的甜蜜新婚生活柑橘ゆすら作; 黃瀞瑤譯 平裝 1

9789572608739 BORUTO-慕留人-NARUTO NEXT GENERATIONS: 影之呼喚！ NOVEL. 2岸本斉史等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08760 殘虐公主愛好和平 無胥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8784 反套路的99種套路 月半殘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845 29與JK. 2: 大人即使受歡迎也沒空裕時悠示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8906 4 cours after四季之後 水沢夢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8951 黑色五葉草 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2608968 銀魂 空知英秋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2608975 勇者(略) Bigun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9026 DRAGON BALL超七龍珠超 鳥山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9149 馥桂吉祥 依歡[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09231 前略。我與貓和天使同居。 緋月薙原作; 洪育府漫畫 精裝 第5冊 1

9789572611616 配角X3 宇文風漫畫 第1版 精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063 Baby geniu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8930070 Baby geniu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8930087 Baby genius Lisa M. W.[編輯]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746070 GiGi&NiNi go to school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746575 Genius English. 1a(student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12 American phonics power. 1a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29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a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36 American phonics power. 3a 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81 American phonics power. 2a(Workbook)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9789865746698 American phonics power. 3a(Workbook)Lisa M.W[編]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6411 Baby genius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6428 Baby genius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6435 Baby genius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6466 Baby genius(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6473 Baby genius(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6480 Baby genius(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6497 Baby genius(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6503 Baby genius(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6510 Baby genius(Activity book) Lisa M. W.[編] 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6527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兒童數學繪本 糖果花園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534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兒童數學繪本 搶救太陽先生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541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兒童數學繪本 甜點森林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558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兒童數學繪本 玩具樂園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589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兒童數學繪本 包包不見了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596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兒童數學繪本 機械星球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626 Blowing bubbles 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6633 A rainy day 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1

送存冊數共計：167

京尼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京尼教育科技



9789865606701 GiGi & NiNi go to school: activity book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6718 GiGi & NiNi go to school: activity book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6732 No littering 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6770 超腦麥斯讀繪本玩數學: 彩虹仙境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800 Catching Butterflies 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6817 Not Feeling Well Today Editor Lisa M. W.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6824 超腦麥斯讀繪本玩數學: 樹婆婆生病了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855 超腦麥斯STEAM課程 益智思維數學 骨牌方陣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06862 超腦麥斯STEAM課程 益智思維數學 骨牌方陣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06879 超腦麥斯STEAM課程 益智思維數學 單人跳棋與數字方塊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886 超腦麥斯STEAM課程 益智思維數學 拼拼湊湊都是畫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893 超腦麥斯STEAM課程 益智思維數學 生物進化棋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909 超腦麥斯STEAM課程 益智思維數學 九宮轉方塊序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947 Doing Puzzles Lisa M. W. Editor 1st ed. 平裝 1

9789865606954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奇妙的圖形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961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理想國的果實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978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拼圖達人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985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巧板36變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6992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千變萬化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209 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推疊高手謝榮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6216 American style. 1a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36254 American style. 2a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36261 American style. 3a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36278 American style. 1b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36285 American style. 2b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36292 American style. 3b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41807 American style. 1c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41814 American style. 2c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9789869641821 American style. 3c editor Lisa M. W.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372 首爾人氣甜點全書: 江南‧弘大‧梨泰院‧三清洞5大商圈名店80道最IN甜點食譜全攻略李智惠著; 林芳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389 首爾: 最新.最前線.旅遊全攻略 朝日新聞出版著;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8396 巴塞隆納,不只高第: 跟著中文官方導遊深度行王儷瑾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031 你所不知道的國府黃金(1937-1950)戴學文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玩耳音樂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6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波多西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0737 指彈吉他經典. 二 董運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6830 精靈之藝: 莊惠婷油畫作品集 莊惠婷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0712 急診醫學醫療手冊 胡勝川編著 第七版 精裝 1

9789865640743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床實務參考書: 內科. 2018游思紜, 沈淑芬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750 No Problem專科護理師執照考暨臨床實務參考書: 外科. 2018林怡岑, 郭綵玲編著 平裝 1

9789865640767 甲狀腺手術ABC: 甲狀腺及副甲狀腺手術病人指引江豐裕總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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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70840 掌珠 意遲遲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857 掌珠 意遲遲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864 繡庭芳 媚眼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0871 繡庭芳 媚眼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0888 繡庭芳 媚眼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0895 繡庭芳 媚眼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0901 繡庭芳 媚眼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0918 繡庭芳 媚眼空空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0925 良婿前世修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949 良婿前世修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932 良婿前世修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0956 首席醫妃 蝶雨藍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970 首席醫妃 蝶雨藍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0963 首席醫妃 蝶雨藍夢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4670987 丫鬟的上上籤 一枚銅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70994 丫鬟的上上籤 一枚銅錢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71007 重振妻綱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014 重振妻綱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021 重振妻綱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038 重振妻綱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名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吉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佑文化



9789864671045 重振妻綱 蘇小涼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052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671069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71076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671083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671090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671106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671113 妃妳莫屬 尋找失落的愛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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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3908 貳零壹捌杜三鑫刻造像 杜三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915 貳零壹捌杜三鑫刻字 杜三鑫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3165 通識教育學報. 第五期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6026 國際專案管理師培訓教材 周龍鴻, PgMP作 [六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031 整顱學圖譜 亞倫.傑漢(Alain Gehin)作; 蕭宏裕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1452 長庚文學獎作品專輯. 第十屆: 文林集韓學宏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945 幾千之夜,昨日之月 角田光代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137 仇雨: 刑警.鳴澤了 堂場瞬一著;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明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宏專案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28

知足知不足無可無不可之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昌明文化



9789864963737 習近平"六韜九策"治國策: 習近平治國理政之"六韜九策"研究姜愛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341 來聽故事囉!: 42個魔法妙方 克里斯黛.莎泰(Christelle Chatel)等人作; 席琳.莎弗雷(Céline Chevrel)等人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358 聽聽看!找找看!森林裡的童話祕密英格瑪薇蘭德(Ingmar Wendland)作; 妮娜督雷克(Nina Dulleck)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2365 海龍號: 海盜摩根的寶藏 茱麗葉.巴哈希尼.登妮, 歐麗芙耶.杜邦作; 傑侯姆.貝利希耶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2372 海龍號: 鑽石失竊記 茱麗葉.巴哈希尼.登妮, 歐麗芙耶.杜邦作; 傑侯姆.貝利希耶繪精裝 1

9789869532389 小雪人賣冰淇淋 約爾格.希爾伯特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2396 弟弟,那是我的毯子! 安吉.摩根(Angie Morgan)作; 凱特.阿里薩德(Kate Alizadeh)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05 我有好多話要「說」! 克里絲蒂安.瓊斯(Christianne C. Jones)作; 理查.華生(Richard Watso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12 什麼聲音? 喬尼.蘭伯特(Jonny Lambert)作.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3236 顛覆童話. 特別篇, 艾比夢遊仙境 莎拉.梅林諾斯基(Sarah Mlynowski)作;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20803 訂正フィ一ドバックガ非現場指示の習得に与える影響: 効果的訂正フィ一ドバックを目指して孫愛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827 亞洲區殘障桌球錦標賽競賽實務技術報告書. 2018莊紋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20834 專為國高中生初學者所編: 入門日本語歐麗雯, 黃佩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404 羽化、話語: 以自我民族誌為方法學的跨領域敘說論文集姜敏君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763 人生个色彩家己畫 王政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6456 亞東技術學院國際志工擁抱泰北轉動愛,轉動世界分享愛成果手冊. 2017林裕倫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386463 醫療法律個案解析 廖又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6470 愛讓我們寨一起,柬愛你我在一塊-成果手冊亞東技術學院編著 平裝 1

9789869386487 雲端新時代. 2017: 產業發展趨勢與資訊科技研討會論文集管理暨健康學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8308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作; ETS臺灣區總代理編輯委員會編譯平裝 第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明玥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河岸吟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尚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東技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忠欣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1197 藝道真璞: 廖德良藝師印鈕暨名家篆刻集錦施伯松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3652 孔雀萊里閃亮登場 莉.霍金森文圖; 黃聿君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69 熊先生的椅子 盧仁慶文圖; 許延瑜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690 安東醫生的動物診所 西村敏雄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706 香噴噴便當,一起開動囉! 安曇虫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713 我的媽媽 姜景琇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720 安東醫生出診去 西村敏雄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737 我才不要捲捲頭! 蘿拉.艾倫.安德森(Laura Ellen Anderson)文.圖; 黃筱茵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48 許石的臺灣歌 林哲璋文; 蔡達源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7156 Rising Phoenix Laure L. Wang[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8777163 Choppy Waters 王樂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707 戴西蓋房記 林昀萱, 劉映瑱作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78714 日日與主同行: 禱告的實踐與操練林裕川, 陳怡伶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78721 資訊科技應用在辦理營隊活動: 電腦程式設計與迷你四驅車: 快樂學習與實務操作柯玲琴, 何瑞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194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1, 海洋搜奇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06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2, 昆蟲趣談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13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3, 發明與發現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810 太武山海印寺出土之泥塑十八羅漢吳鼎仁修復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怡和創投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狗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縣太武山海印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81796 紫微斗數這樣論財運 許永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81925 零基礎到了解紫微斗數的二十五堂課周飛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6371 閃電兔教你煮生酮飲食料理 洪碧蓮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148 力場與變奏: 水墨的跨文化性 白適銘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925 真心服務.用心學習: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成果輯. 105學年度張少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95925 真心服務.用心學習: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成果輯. 105學年度張少樑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4098 TOEIC多益口說&寫作大破解. 2 Stephen Browning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5694265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能力測驗 黃百隆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8926 鼴鼠的禮物 海文.歐瑞文; 蘇珊.巴蕾圖; 范曉星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9279345 嘉貝拉的歌 肯戴思.佛萊明文; 吉絲莉.波特圖; 楊玲玲, 彭懿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070 希臘神話故事與名畫欣賞 牛道慧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350063 認識西洋文明 牛道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1142 磁氣沖浴療法 石渡弘三著; 鄭秀蓉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學務處

知青頻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知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英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8275 卿本娘子漢 鴻映雪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282 卿本娘子漢 鴻映雪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299 卿本娘子漢 鴻映雪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305 卿本娘子漢 鴻映雪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312 卿本娘子漢 鴻映雪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288329 瑾有獨鍾 半卷青箋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343 看誰先結婚 路可可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350 結婚好福氣 陶樂思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367 結婚敢不敢 香奈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374 醉後成婚 艾蜜莉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381 瑾有獨鍾 半卷青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398 瑾有獨鍾 半卷青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404 丫頭有福了 秋鯉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411 丫頭有福了 秋鯉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428 丫頭有福了 秋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435 丫頭有福了 秋鯉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442 將軍別鬧 果九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459 將軍別鬧 果九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466 將軍別鬧 果九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473 將軍別鬧 果九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480 千金好酷 蕭未然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497 千金好酷 蕭未然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503 妞啊,給我飯 負笈及學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510 妞啊,給我飯 負笈及學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527 妞啊,給我飯 負笈及學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534 愛妻請賜罪 沐顏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541 愛妻請賜罪 沐顏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596 愛妻請賜罪 沐顏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602 愛妻請賜罪 沐顏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558 一夜愛上你 梅莉莎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565 一夜拐到夫 宋雨桐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572 搞定一夜情夫 季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288589 一夜夫妻 左薇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466 好人宋沒用 任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480 雪域聖光:康組法王住山實修傳承錄多傑仁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601 迎接新世紀: 文明社會的世界觀與國際觀林碧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34618 迎接新世紀: 文明社會的世界觀與國際觀林碧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3

東美



9789869634625 成功的人都這麼做: 100改變自己的關鍵思維尼格爾.康貝朗(Nigel Cumberland)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878 金剛棒喝: 宣化上人答問錄. 第一冊宣化上人作 再版 平裝 2

9789867328885 宣化上人開示錄. 6 宣化上人作 再版 平裝 2

9789867328908 建立菩提道場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28915 金山慈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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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84348 GEPT試題全攻略: 中級口說及寫作黃玉珮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84355 GEPT試題全攻略: 中級聽力及閱讀黃玉珮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1251 工程技術、管理科學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2018黃仁清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233 將改變世界的100大科技 日經BP社編著; 張振燦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954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四冊 釋法音釋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3173 袁金塔法國二零一七巡迴展 江梅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03197 林超群攝影集: 漫游心情. III, 飛行之美林超群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324 小提琴樂理課 陳加容編著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音宣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流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東南科大研發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和致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佳音

送存種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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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信商業銀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906 板信六十週年特刊 高明賢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70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dropouts in South AsiaHsiaping Lan, Chiaming Hsueh, Yuching Hsu主編撰稿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501 不改的承諾: 永恆黎明 詹宏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1518 無法割捨的連繫: 神人之間 詹宏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1525 祭司的眼淚: 求主垂憐 詹宏達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61532 哀傷的榮耀: 天使劄記 詹宏達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1682 後宮那些心計. 上卷, 心機對心機 海東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699 後宮那些心計. 下卷, 毒計對毒計 海東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5921705 歷史其實很有趣 夜狼嘯西風著 第1版 平裝 上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7856 警世智慧語錄 項毓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17818 富貴造命良日吉時優生通書. 92年度張芳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017832 鐵版神數.造命吉時 鐵版真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407 清風徐來: 管偉邦 管偉邦, 馬于婷, 宋狄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1237 薪傳藝術 黃明志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39 在「看見幾何」研究架構下之創新教學: 以專業通識課程「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為例陳文豪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亞洲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京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創新發展暨創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穹音聖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洲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藝術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15 中區中文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十二屆廖憶羚等合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196 推拿: 侯俊明<>訪談計畫 侯俊明, 蔡明君, 王品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522 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第29屆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13737 Hexagonal Grid Methods Analysis and Computation李天佑作 其他 1

9789579913768 消暑小集 王建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913775 建生畫冊. 上冊 王建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913782 建生畫冊. 下冊 王建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913799 陳曉薔教授著作專輯 謝鶯興編 平裝 2

9789869633215 細說東海化學一甲子 梁碧峯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35747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規與實務 高朝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792 讀易散記上經 徐醒民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040792 讀易散記上經 徐醒民作 平裝 第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821 TNA二級美甲師檢定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作十版 平裝 1

9789866428838 一級美甲師檢定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編著五版 平裝 1

9789866428784 裝潢木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秘笈林木發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428852 手部凝膠指甲彩繪課程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美甲名師聯合編著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美術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資管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海中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倫月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東海圖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東展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905 我心依靠: 聖經靈修 劉錦昌著 平裝 1

9789869578912 原住民福音小冊: 阿美族文化與福音轉化星.歐拉姆(Sing 'Olam)作; 林茂德母語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380 鋼鐵傳奇: 德國戰車寫真1917-1945黃竣民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84994 開啟靈性的鑰匙. 上: 海雲和上<>北京夕照寺弘法講記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639903 開啟靈性的鑰匙. 下: 海雲和上<>北京夕照寺弘法講記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1

9789869639910 成佛方程式: 海雲和上<>北美溫哥華弘法講記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948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25955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67254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67209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67216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67223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67230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67247 庶庶得正 姚霽珊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67384 我有特殊的睡覺技巧 夢魘殿下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467391 我有特殊的睡覺技巧 夢魘殿下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1262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01279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01286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501293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501309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501316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9614016 拾光裡的我們 隨侯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023 拾光裡的我們 隨侯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030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9614047 無心法師 尼羅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9614177 江山不悔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191 江山不悔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使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剛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空庭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知翎文化



9789579614184 江山不悔 丁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614214 夜旅人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221 夜旅人 側側輕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245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252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269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14276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14337 烏雲遇皎月 丁默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344 烏雲遇皎月 丁默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800 創新教學方案: 錦囊妙計 薛瑞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514688 芳療風水論 原來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3514695 易經原意 原來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732 失落日本 湯禎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49 喵!記得明天依然愛 張耀仁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756 國文開外掛：自從看了這本課本以後......楊翠, 朱宥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924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活用版: 教你存自己的300張股票陳重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924 不敗教主存股心法活用版: 教你存自己的300張股票陳重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931 不看盤投資術: 小散戶安心睡覺、放心賺錢股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0931 不看盤投資術: 小散戶安心睡覺、放心賺錢股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0948 五線譜投資術 薛兆亨, Tivo168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955 五線譜投資術進階版: 活用五線譜 漲跌都能賺薛兆亨, Tivo168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471 Study fun executive editor Lydia Tsai 1st ed. 精裝 第7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異果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尉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31

阜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門得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608 重新攝影作品專輯. 第一輯 李啟塤等合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278 建築入門: 統觀建築,從觀念養成、建築人文素養到現場解說全圖解!小平惠一著; 朱炳樹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4800285 綠建材知識: 飾面材、塗裝、機能材選配趨勢╳從生產過程或成分到施工維護全圖解落合伸光等著; 劉向潔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4800377 木作用 世界木材事典 河村壽昌, 西川榮明著; 朱炳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414 超地緣政治學 茂木誠監修;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421 圖解加工材料 西村仁著; 陳嘉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438 圖解江戶時代 河合敦著; 黃秋鳳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4800445 圖解文化研究 陳瀅巧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4800452 茶道‧茶湯入門 原宗啟著; 蔡瑪莉譯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4800469 保健食品全書增修版 江省蓉等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800476 圖解機械加工 西村仁著; 宮玉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483 紋飾法則 歐文瓊斯(Owen Jones)著; 林貞吟、游卉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330733 來勝基本法分科: 國際公法含海洋法來勝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28116 來勝基本法分科大法官解釋 來勝法商研究中心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8167 知者當答 玅境長老述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947 創新管理與資訊實務研討會. 2018于健等編輯 其他 2

9789869426961 企業文化暨商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8李佑婷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919 無葬社會 鵜飼秀德著; 伊之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26 超級滾筒: 阿凱醫師的筋膜滾筒放鬆術林頌凱, 蔡再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33 零攪拌的手溫歐包: 紙袋裡的法式日常艾力克.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33 零攪拌的手溫歐包: 紙袋裡的法式日常艾力克.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57 吃出不痛風體質: 選對食材、跟著營養師吃就對了！張奉春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博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來勝文化

東盛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9789869582964 食光知味: 大啖餐桌上的節氣,顧好五臟顧好胃帕斯頓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71 東京巷弄麵包: 10家繁盛店的研修計畫吳克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2450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 一0四-一0五學年度法鼓山文化中心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8742 養蜂操作手冊 陳昭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336 一起穿上藍白拖 午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350 你寄來明年的信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367 他只在床上告白 吳夏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374 第二回合我愛你 辛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381 醉後,躲貓貓 芯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09651 New TOEIC TEST-TAKING GUIDE. 2018: 應考策略&核心字彙Lin Lougheed著 [第一版]精裝 1

9789866809668 New TOEIC TEST-TAKING MODEL. 2018: 模擬測驗&完全解析Holly Lin, Kathy Chyu著 [第一版]精裝 第1冊 1

9789866809675 New TOEIC TEST-TAKING MODEL. 2018: 模擬測驗&完全解析Holly Lin, Kathy Chyu著 [第一版]精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996 中醫藥養生大全 翟華強, 賴南沙, 王燕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200 打開致富開關: 別把沒錢當習慣 陳建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217 植牙前必須知道的12件事 黃經理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920 美孚保養廠日活動特刊: 美孚汽車保養雲服務系統MCMS: 新潤滑、保養年鑑林永憲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宜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金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明道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7

法鼓山僧伽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松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文化



9789575987787 默照365 釋繼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94 拜懺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794 拜懺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17 神通與人通: 宗教人生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824 聖嚴研究. 第十輯 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31 禪味細道: 日本東北、北陸祕境佛寺之旅秦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00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大字版) 聖嚴法師口述; 梁寒衣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48 如來寶藏: 聖嚴法師的如來藏思想研究杜正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686 法國鐵道簡單自由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5879693 北京地鐵簡單自由行 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6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625 犬貓的麻醉與相關疾病 Lindsey B.C. Snyder, Rebecca A. Johnson原著; 倪菁菁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163 現代管理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吳庭瑜等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052 散戶的50道難題 安納金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407 孫子兵法講義. 上冊(第一、二部) 馬駿主講; 陳逸萍筆記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79 啟程: 長榮大學書畫系畢業聯展專刊. 第五屆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55 EXPLORER長榮大學探索者成果. 2017. Vol.2劉春初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科大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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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存冊數共計：8

采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狗腳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長榮大學教學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電腦排版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書畫藝術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882 在廚房遇見MASA: 給料理新手的100道快樂食譜MASA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8523 搖滾吧!木村英輝的京都彩繪 木村英輝, 瑪塔(Marta Wawreyniak-ljichi)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30 輕盈．減齡．防失!智地中海美味廚房彭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47 不剩食的美味魔法: 食材保存變化與不浪費省錢料理莊雅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54 這才是釀造醋: 醋對了才有保健效果,蔬果穀物醋自釀手冊徐茂揮, 古麗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61 自己釀: 釀醬油、米酒、醋、紅糟、豆腐乳20種家用調味料徐茂揮, 古麗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8578 這才叫果醬!: 50款純天然台灣食材手作極致果醬+30種幸福好食光美味提案柯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78585 半調理醃漬常備菜 范麗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592 這樣吃遠離子宮疾病 黃曉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13 豐盛的早午餐烘焙全書: 從手作麵包、開胃配菜、沙拉、飲品、湯品到醬汁的百變美味組合蜜塔木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20 小資族大翻身 邱愛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44 專業肉舖的牛肉料理教本 湯瑪仕肉舖, 張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51 冰滴咖啡學: 用時間換取水滴、冰滴、冰釀的甘醇風味王維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50054 沉默的孩子 克勞迪亞.高德(Claudia M. Gold)著;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916 <>略講 四明智廣阿闍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6491 危機管理暨工業工程與安全管理研討會. 2018(第十六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危機管理學會編著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3615 ID走入命定 艾倫.凱西(Allan Kelsey), 布萊德.斯道(Brad Stahl)作2版 平裝 1

9789869453684 天國咖啡館. 2, 超自然特調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 貝妮.強生(Beni Johnson)等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3691 向聖靈致敬 凱什.盧納(Cash Luna)著; 羅睿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517 良善天父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等著; 王建玫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09524 良善天父 比爾.強生(Bill Johnson)等著; 王建玫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畫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危機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異象工場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330 ART TAIPEI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2017游文玫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902 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201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5933 出線 黃葳威文; 石一君圖; 黎碧珊、黃葳威英文翻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667 哲思世界: 宗教對哲學之對話記錄善住導師著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915 昊天羅盤.未卜先知: 上知960年_下知960年彭暐榮口述傳承; 范秀珠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6122 謀定後動: 給力的戰略戰術圖: 規則、範例、典型錯誤、練習與解答(簡體字版)依蓮娜.佛高(Jelena Fedurko)作; 蘇正芬譯第1版 平裝 1

9789868596139 從我到我們: 探索創新力的源頭(簡體字版)蘇正芬作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9839 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 專案管理入門寶典許秀影等作 第七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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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2509 藝遊心象 : 黃慶源彩墨創作展 黃慶源[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多聞宗佛學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糖尿病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長遠畫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勇長老生命價值傳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昊天易經羅經盤經傳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高德拉特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101 改變12位公民實踐者的故事 何宗勳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320 輔導人員自殺防治工作手冊 李明濱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209 天堂之夢 陳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815 TAC劇場建築國際競圖. 2017年第十屆王俊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30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八十週年校慶紀念專刊-作育英才共創佳績社團法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校友會編著[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701 當圈圈不圓: 特殊教育,從家庭到學校莊瓊惠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3617 台灣當代-年展專刊. 2017 陳小雜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7601 記錄客家話 陳雲錦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851 勝義菩提心阿字義. 二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再版 精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公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視覺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現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農工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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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海峽兩岸慈善交流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硬頸攝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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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134 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185141 敏捷實務指南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4989 中醫臨床顯效案例彙編 洪啟超總編輯 初版 其他 第9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103 新竹縣巨埔至德堂家族的耕讀發展誌鄧秀蓁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301 鷹爸的快樂教養 徐柏岳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8569 臺灣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簡要指引陳仕泓等作; 楊語芸等翻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8508576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阡陌之間. 2017陳仕泓總編輯; 冉挹芬, 賴彥如, 黃懿翎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8508583 十年回看: 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陳仕泓總編輯; 冉挹芬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919 槌球,加油! 吳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758 蔬香百味. 3: 100道素菜輕鬆做 釋見文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2323 性別與科技紀錄片類型的探觸與建構: 王慰慈創作報告書王慰慈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縣定保公吳姓宗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傳神關懷傳播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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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女性影像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東縣身障者槌球運動關懷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100 藝術。可見/不可見: 視障美術創作與展演教學實踐趙欣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017 無生禪悟 釋善祥比丘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05048 高級禪修二十五參 釋善祥比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5667 臺灣美術展. 2018 林聰明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97179 社團法人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20週年紀念特刊王昭庸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8097186 疾病分類師/疾病分類員證照 病歷資訊證照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主編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1831 IR關鍵密碼校務運作的具體實踐. 技專校院篇任貽均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551848 IR關鍵密碼校務運作的具體實踐. 大學校院篇方亦卓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7953 第三次臺灣晚期攝護腺癌專家共識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749 生命給力之道: 園藝治療與健康促進: 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 第十二屆社團法人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477 女性限定: 你需要瞭解的男人內心世界桑蒂.菲德翰(Shaunti Feldhahn)著; 李明芝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非視覺美學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法爾禪修中心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舉手網絡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評鑑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楓城泌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604 Formosa美力臺灣: AR新視界 曲全立, 趙文豪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7681 CYNTHIA美宅美好 張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114 這是誰的尾巴? 柯絲坦.莎布朗斯基文.圖; 阿爾發工作室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6091 王者歸來: Java 從基礎到高階應用與開發QST青軟實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329 探尋獨角獸: 共享經濟正在改變你我的消費世界張孝榮, 孫怡, 陳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336 小而美而精的微服務: 使用Spring Cloud翟永超著 平裝 1

9789863796343 世界排名第一的搜尋引擎開發: ElasticSearch+Lucene用java實作姚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350 用世界第一的服務: AWS雲端平台把玩書王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367 多螢幕時代的新平台: 虛擬實境的運算世代徐兆吉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374 用輕量級Web平台開發重量級應用網頁邱俊濤著 平裝 1

9789863796381 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 理論及Spark實作鄧立國, 佟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398 與茶香遇: 品鑑、購買、沖泡、收藏圖典陳龍著 平裝 1

9789863796404 跨越百年,舊票新旅: 鐵道迷的懷舊之行金萬智著 平裝 1

9789863796411 出發!到世界角落探險 DEEP中國科學探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428 旅行中認識自己: 漫遊歐陸21國行旅手札李奕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435 圖解素食料理全書: 健康X養生X享瘦X排毒久久素食機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442 品牌標準色: 從色彩窺見品牌個性Dopress Books度本圖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459 王者歸來: OpenCV3使用Java開發手冊呂傑利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796473 Java減肥後輕量級語言: Scala全方位程式開發周志湖, 牛亞真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480 前端工程師的唯一選擇: JavaScript真功夫焠鍊歐陽繼超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497 雲端時代三大基石之儲存篇: 大數據時代的資料新範式查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503 創客從小玩到老: 28個最精采的Maker實作範例無線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527 Nikon瞬間寫真,百分百驚艷 陳仁文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6534 跟大明星學英語: 精彩訪談實錄,輕鬆提升聽說實力金利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6541 最新人工智慧應用: 用強化學習快速上手AI郭憲, 方勇純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558 最成熟AI套件之實作: MaLab人工智慧工具書王文峰, 李大湘, 王棟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565 滋補壯陽必備腎經: 吃出好腎的88道料理薛永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572 FB官方推薦跨平台遊戲引擎: Cocos2d-x實際演練之JS篇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589 暢遊雲端網路世界: Openstack Neutron技術內幕張華, 向輝, 張艷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596 step by step: Word 2013一點就通 洪錦魁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阿爾發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數位新媒體3D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空間



9789863796602 藥用植物速查寶典 朱意麟, 易蔚, 黃克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619 比Selenium還強大的網路爬蟲: Scrapy一本書就精通劉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626 黑色鍵盤: 十五大駭客名人錄 劉創著 平裝 1

9789863796633 跟世界名人學英語: 20位成功人士x60篇精彩對話金利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6640 JS高手昇華之路: Webpack是唯一的捷徑吳浩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657 最漂亮動感的前端框架: Bootstrap讓你的網站與眾不同楊旺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903 尿酸(痛風)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谷口敦夫監修; 張秀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1910 兩岸締結協議處理及監督機制立法比較楊喜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927 彩色圖解 環境荷爾蒙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教育協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934 鷹飛基隆 陳世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941 英國社會企業之旅 劉子琦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1965 如何挑選健康好房子: 江守山醫師的安心選屋指南江守山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28 不生病的關鍵祕密：酵素：從美國、日本到台灣的營養醫學風潮鶴見隆史著; 張秀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2935 都是自律神經惹的禍：疼痛篇 佐藤純著; 林雅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942 都是自律神經惹的禍：體重篇 郭育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11701 憂鬱症?不,你只是男性荷爾蒙不足: 睪固酮讓你生龍活虎堀江重郎著;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718 算運: 整理房間,就是打開運勢 舛田光洋著; 蔡依倫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1725 好好愛錢，就會更有錢： 改變錢包的習慣，瞬間提升金錢運佐藤傳著; 林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1732 森林大滅絕: 森林消失後，土地失去覆蓋，蟲鳥禽畜失去棲息地，人類只剩沙漠化戴立克.簡申(Derrick Jensen), 喬治.德芮芬(George Draffan)著; 黃道琳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1749 過敏,不一定靠藥醫: 劉博仁醫師的營養療法奇蹟. 3劉博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1763 自己治好膝關節‧髖關節疼痛全圖解酒井慎太郎監修;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1770 破解癌症：癌症是症不是病: 黃鼎殷醫師的身心靈整合療法黃鼎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11787 吃錯了,當然會生病!: 陳俊旭博士的健康飲食寶典陳俊旭作 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1885 父親故事集 王素真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4504 蜂炮校尉 陳玉珠文; 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小師生圖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709 昊德.心靈慧談. 壹 黃國峯作 平裝 1

9789869545716 昊德心靈慧談. 貳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長歌藝術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武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昊德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0170 人為甚麼應該吃素 果通法師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850 白水老人普世智慧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4837 全球科技產業動態大預測. 2018 拓墣產業研究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48564 花蓮縣美術協會2018國際翰墨丹青書畫聯合大展. 九王鼎之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809 田裡的腳印 薛惠芳文字; 郭靜怡繪 精裝 1

9789869564809 田裡的腳印 薛惠芳文字; 郭靜怡繪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903 英雄熱 沈默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6910 無窮之地: 黑石前傳 王世温, 雙石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1378 大春的新春 張大春書法初集 潘敦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51385 不只九條命 松蔭裏的貓咪們 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51392 南北往事 董橋 趙珩: 兩位文化人物筆下的似水流年潘敦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012 隱IN世代.虛幻迷景 孫翼華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拓墣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美術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

青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松蔭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億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環頸雉的家永續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武線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810 那年花開燦爛 宋雨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827 戲冤家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834 求娶嫣然弟弟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66841 求娶嫣然弟弟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66865 夢迴卡布里 雪麗.湯瑪斯(Sherry Thomas)著; 郎淑蕾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418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editor Edward Hsieh[et al.] 其他 第7冊 1

9789865889449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s/editors Edward Hsieh[et al.] 其他 第10冊 1

9789865889425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s/editors Edward Hsieh[et al.] 其他 第8冊 1

9789865889432 Bravo Giraffe: Student Book writers/editors Edward Hsieh[et al.] 其他 第9冊 1

9789865889456 My g-book. 5, character education writers Edward Hsieh et al. 平裝 1

9789865889463 Spelling garden writers Emily Jones, Joyce Wang 平裝 1

9789865889470 Reading garden writers Emily Jones, Joyce Wa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6161 清代民國名賢墨寶.狀元翰墨 抱璞藝術文編全組編輯 再版 平裝 3

9789868726161 清代民國名賢墨寶.狀元翰墨 抱璞藝術文編全組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726161 清代民國名賢墨寶.狀元翰墨 抱璞藝術文編全組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726185 曾左李林名賢墨寶輯錄 抱璞藝術文編全組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8726192 雙世紀.文藝復興玉器全集: 20世紀玉器特輯. 拾壹抱璞藝術文編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玉博寶石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705 雙世紀.文藝復興玉器全集: 20世紀玉器特輯. 拾貳抱璞藝術文編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玉博寶石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712 雙世紀.文藝復興玉器全集: 20世紀玉器特輯. 拾參抱璞藝術文編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玉博寶石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729 雙世紀.文藝復興玉器全集: 20世紀玉器特輯. 拾肆抱璞藝術文編全組, 中國新疆和闐玉.玉博寶石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104 湄洲媽祖2017丁酉巡安新北暨板橋媽渡台開基164週年江清秀等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1456 泰國語文檢定測驗-考古題. 2017年度台灣泰國交流協會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易學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采薇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抱璞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板橋慈惠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8764 采薇叢刊. 第一輯 胡志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69305 千與萬 關谷亞沙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4794 魔卡少年 幸運星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4930 人家怎麼可能不在意貓田。 大詩理惠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5043 24H達令: 啾咪危險的他! 桃井董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135 小米鹿門畫室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5142 小米鹿門畫室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5210 我會好好疼愛你的 夏連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531 你是我的小宇宙 能登山圭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5593 絕不墮落的新娘 深海魚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609 高嶺之花學長 黑田埜亞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616 為齋王寺兄弟煩惱好像也不壞 晴海羊作; 寬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623 為妳獻上愛的捧花 織田綺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630 婚前戀愛 吉岡李李子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647 魚之謎: 轉學生 官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5654 魚之謎: 轉學生 官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5661 魔法師的乙女冒險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678 逼嫁online撲通撲通愛上你 風曉櫻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685 大理寺少卿的寵物生涯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5692 星星與星屑: Don't worry, Be happy!星光香織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708 放學後和老師在一起。 松月滉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715 說放棄還太早 安武子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722 一起牽手吧! 目黑亞夢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739 這可不是愛喔!請多指教 湯木乃仁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746 這可不是愛喔!請多指教 湯木乃仁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753 婚禮狠誘惑 西城綾乃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760 泥鯨之子們在沙地上歌唱 梅田阿比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777 泥鯨之子們在沙地上歌唱 梅田阿比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784 三月要當女漢子 紺吉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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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745807 長鴻原創漫畫大賽作品集. 2017第一屆Angela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814 和社長那個啊♡: 11秒間的戀愛記憶佐佐木柚奈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821 我的飼主大人 見崎夏美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838 用眼神說「喜歡妳」。 依月莉莉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845 如果我說喜歡妳,妳會是什麼表情呢?白石由希作; HAN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852 中島萌嗨全世界!! 池山田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5869 結婚x戀愛。 萩尾彬作; 東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876 夢幻薩婆訶 東京少女陰陽師 七尾美緒作; 蕭嘉慧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5883 獨佔妳一人: 調教願望 響愛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鴻



9789864745890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745906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45913 37.5°C的淚 椎名千花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920 中島萌嗨全世界!! 池山田剛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5937 STAND BY ME.LOVE LETTER: 陪伴我的.你的情書増田里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944 星星與星屑: Don't worry, Be happy!星光香織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5951 今天那傢伙也很膨皮。 湯木乃仁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5968 未完食福音計畫 角野悠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975 煩惱拼圖 川上千尋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5982 不行!暖男叫人難以招架 柴奈津美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5999 撩個漢子誤終身 君無歡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6019 軟飯徒弟哪有那麼帥!? 流螢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6033 403號房妖精男子們的寄宿生活 瓶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6040 純情 班長大人的告白呻吟 長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088 我的新娘。: 來當我的新娘吧 佐野愛莉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6095 只會說喜歡你 福島春佳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101 被哥哥溺愛得好困擾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6118 由良同學有10%秘密 吉田夢美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125 夕陽餘暉 宇佐美真紀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132 天堂家物語 齊藤賢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156 我最討厭清春了!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163 擁抱初戀 小泉蓮作; 蘇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194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46170 片翼迷宮 熊谷杏子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46187 末班車再回去 雨隱ギド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620 王爺,心有魚力不足 兔子殿下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880 小迷糊的戀愛算式Sigma 桑玠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46736 獻給親愛A小姐的推理 森江慧作; KIYO.D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743 蓮住莊的三角 野切耀子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750 租賃之心 音中さわき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767 橄欖球社女經理的革命奈津菜的心願!!森尾正博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774 我們xx了 空あすか作; 郭子菱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781 闇黑愛麗絲 中村聖美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798 不能犯 宮月新原作; 神崎裕也漫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804 熊愛蜂蜜 白石由希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811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828 五番街的白山羊小姐 結月櫻作; 秦不虫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835 最近整個世界都變成我的了...... 唯登詩樹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859 BYE BYE自主權 八田鮎子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866 髮圈之戀-炸裂泡泡戀 岩千夏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873 DNF零級領域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897 紈絝改造計畫之機智的校園生活 七杯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910 有貓咪的寫作本舖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927 黑之館特典: 影姬之戀 咪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934 虹野家的白天鵝 介錯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941 竟然對這樣的我說好可愛 菅田瓜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958 被哥哥溺愛得好困擾 夜神里奈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6965 學姊,我要吃掉妳囉。 鳥乃綾華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989 勇者赫魯庫-Helck 七尾七希作; 豬排飯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009 熊愛蜂蜜 白石由希作; 黃詩琦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016 束縛執事與大小姐的甜蜜嬌喘 亜瑠摩次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23 好色大小姐與執事的禁斷服侍 亜瑠摩次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30 聽說花園同學要結婚了 三葉優雨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47 她和他的週末 吳由姬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54 菇菇文學全集: 世界名著. 愛麗絲夢遊仙境篇: 菇菇讓你愛上世界文學名著小鳩万理作; 瓜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61 DespelxBrother-解咒兄弟 宝井咲季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78 緣來不是緣 楢崎寧々子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85 我只對你有感覺 綿見唯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092 少女心男子妄想中 鈴本ノンキ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7840 花嶼行者紀錄片電影書 蔡銘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7857 分寸之間微電影記錄 蔡銘益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859 用心生活.蔬食減碳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866 佛門簡修法本(藏密版) 平裝 1

9789869530873 佛門簡修法本(大乘佛教版) 平裝 1

9789869530880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146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一冊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 Ph. D.); 若水譯其他 1

9789869388153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二冊肯尼斯.霍布尼克博士(Kenneth Wapnick, Ph. D.); 若水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725 奇蹟課程釋義: 學員練習手冊行旅. 第三冊(70-90課)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若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732 假如二二得五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著; 王詩萌, 若水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1

送存冊數共計：97

和鴻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蹟課程.奇蹟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法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奇蹟課程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960 藝術的法則: 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作; 石武耕, 李沅洳, 陳羚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151 如何書寫當代藝術 吉塔.威廉斯(Gilda Williams)作; 金振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8168 歡迎光臨電影醫院: 看電影,解決你的人生百病!賽門.梅耶(Simon Mayo), 馬克.柯蒙(Mark Kermode)作; 柯敦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175 詮釋之外: 藝評社會與近當代前衛運動高千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8182 下眼淚雨的一天 盧貞穎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8199 策展人工作指南 亞德里安.喬治(Adrian George)作; 王聖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410 世界不是方盒子: 普立茲建築獎得主札哈.哈蒂的故事貞娜.溫特(Jeanette Winter)作; 馬筱鳳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427 請來我家玩 崔麗君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434 藝術創作委託指南 露薏莎.巴克(Louisa Buck), 丹尼爾.麥克林(Daniel McClean)作; 官妍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458 會飛的禮物 范欽慧作; 莊詠婷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465 藝術史學的世界觀: 從宮布利希與葛林柏格到阿爾珀斯及克勞斯理查.雄恩(Richard Shone), 約翰-保羅.史多納(John-Paul Stonard)編; 王聖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489 向道德主義告別: 關於當代藝術的幾個思考皮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01 亞洲現代與當代藝術拍賣大典. 2018莊惟任, 魏麗萍, 姚水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18 書畫拍賣大典. 2018 姚水, 魏麗萍, 莊惟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25 文物拍賣大典. 2018 魏麗萍, 姚水, 莊惟任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32 藝術家的正職 喬安娜.奈格勒爾(JoAnneh Nagler)著; 郭玢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49 河狸,歡迎來我家 孟納斯.維特曼作; 馬筱鳳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5556 策展詩學: 教育、諸眾與民主之後林宏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63 喬納斯與海 瑪爾里絲.凡.德.威爾(Marlies van der Wel)文圖; 馬筱鳳, 湯培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5587 我的後現代: 史作檉的八十歲後哲學筆記史作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301 阿寶愛心獨賣: 拾年佰篇仟字精選輯魏建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311 久天宮九天道場娘娘開示語錄. 第一套吳定芳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200 冬瓜山: 水 許瑛卉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130 名人典範: 校園名人手印 陳胡彥等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阿寶愛心獨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蘭久天宮九天道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冬瓜山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宜縣慧燈高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016 宜蘭縣青溪美展. 2018 林素如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598 泰雅族馘手文化中馘手笛之研究 江明清, 江維靈, 江凱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00 部落友善耕作. 基礎篇 胡克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17 泰雅穀倉: 以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穀倉為例陳銘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24 在地食材原住民特色創意廚藝料理之運用楊璿瀚, 章薇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31 原住民泰雅族苧麻種植及其運用之研究馮秋月, 彭佳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8448 熊說的秘密 孫湯玉惠, 葉文寧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36064 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顏銘儀圖.文 初版 精裝 1

9789574436071 不純的閱讀. II: 讀寫素養x深思快寫宋怡慧, 黃琇苓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755 體質大崩壞 偉斯頓.A.普萊斯(Weston A. Price)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5325 致富的科學練習: 如何善用祕密法則來創造財富華萊士.華特斯(Warace D. Wattles); 陳昭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49 做鐵工的人: 無極限的生活工法,不被彎折的意志,與鐵共生的男人曾文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56 脂肪與油 : 救命聖經 陳立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5363 祕典卡巴萊恩: 失落的赫米斯7大宇宙法則三位隱士著; 張家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70 家長老師快抓狂，熱血教官才能搞定的青春教養練習黃正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87 靈修人關鍵報告 宇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394 救命飲食 T.柯林.坎貝爾(T. Colin Campbell), 湯馬斯.坎貝爾二世(Thomas M. Campbell II)著; 呂奕欣, 倪婉君翻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9629218 心痛療癒師: 從高敏感身心到不委屈自己的幸福之路上官昭儀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651 日治時期臺灣「亞洲型霍亂」研究(1895-1945)魏嘉弘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68 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 陳昭宏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3699 勸善垂戒,孝行可風: 從中日出版文化論漢籍之東傳與承衍林桂如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332958 陳茂萱鋼琴曲集 陳茂萱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南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政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致凡音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317 國小中低年級程式設計課程發展與教材製作周保男, 林紋先, 陳應龍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7190 五四畫會年展. 2018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527 聖女大德蘭的靈心城堡 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作;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7534 最奇特的民族以色列: 從和神建立盟約開始,他們如何成為信念最堅定的一群人?穆宏志(Jesús M. Muñoz)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555 一流の養鞋術: 挑選x清潔x修護x收納.日本養鞋達人獨家傳授!安富好雄監修;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2462 「捨」得幸福: 不緊抓不放、不執著,單純輕鬆地活著藤原東演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68 聽說,我喜歡妳 Sophi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75 戀愛偏差值 袁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2999 禁忌錄: 入厝 笭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845 箱之中 木原音瀨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876 準確預測未來趨勢的思考術 佐藤航陽作; 劉滌昭, 許明煌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012 慈悲客棧 連三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029 陰目偵信 三聯幫牟中三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09036 江之島西浦照相館 三上延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043 黃泉委託人: 千年戰爭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050 我的一天有二十七小時: 創造「專屬於自己的三小時」人生.工作的超級整理法木村聰子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067 夜不語詭秘檔案. 109: 茶聖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09074 人生變得多彩多姿: 禪的簡單整理技巧枡野俊明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081 贖罪之路 約翰.哈特作; 尤傳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104 快樂是可以練習的 尼爾.帕斯瑞查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111 改變味覺就能瘦 森拓郎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135 隱密式鑲篏 阿部和重作;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142 年輕氣盛 保羅.索倫提諾作; 吳宗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159 黃泉委託人: 棄子貞德 龍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09166 夜不語詭秘檔案. 804: 共享單車 夜不語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星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大創客教育研究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南山中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天出版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7920 原色生藥學 顏焜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6387937 常用中藥之炮製 顏焜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387944 Food of the gods: the mythology of the Tawo of Irala and classic mythic thoughtDEZSÖ BENEDEK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302 活水書會書法展: 首次會員展. 2017高雅玲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55302 活水書會書法展: 首次會員展. 2017高雅玲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833 闇室 依薩克.羅沙(Isaac Rosa)著; 劉家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888 暴力與伊斯蘭:阿多尼斯 與胡麗亞.阿卜杜瓦西德對談阿多尼斯(Adonis)作; 陳虹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895 六月悲風: 往事記憶三部曲. 二 王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106 行船人的愛: 繁星點點 紅毛丫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0275 忽忽: 李政勳個展 李政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198919 升科大四技: 基礎化工總複習講義趙威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640522 丙級工業配線術科實戰秘笈 黃煌嘉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40805 升科大四技: 統測力: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專業二奪分王張子鈺, 黃多鐸, 鄭鴻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640973 升科大四技: 電子學總複習講義 楊盛松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641048 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林進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1093 丙級化學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鎵鋅工作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641116 丙級冷凍空調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2018亞瓦特工作室, 顧哲綸, 鍾育昇編著[六版] 平裝 1

9789864641123 丙級汽車修護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寶典楊國榮, 陳幸忠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641130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Inventor學科題庫與術科實戰秘笈黃穎豐, 陳明鈺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641147 丙級建築製圖應用: 手繪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蘇泰明編著 [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紅毛港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活水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友



9789864641154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SolidWorks檢定解析(含學科)豆豆工作室編著 [十版] 其他 1

9789864641161 丙級機械加工技能檢定學術科通過94狂楊弘意, 林益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641178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術科過關秘訣華成工作室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4641185 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學術科試題精要圖研社編著 [九版] 其他 1

9789864641192 丙級車床: 車床項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附學科測驗卷)洪兆亮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41208 丙級氣壓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增光工作室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641215 丙級工業配線技能檢定術科題庫解析陳冠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41222 考前30天基本電學總複習 支裕文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641239 統測搶分寶典隨手讀: 機械製造與機械基礎實習李非, 陳飛祥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403 Somewhere in time: Chan Hsiu chien 詹琇鈐作; 白裴嵐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668 只要動動筆,就能看懂心: 輕鬆應用統合型屋樹人測驗劉品濂, 楊承婷合著 平裝 1

9789869387699 陳氏太極拳杜毓澤老架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07 陳氏太極拳杜毓澤新架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14 陳氏太極拳杜毓澤砲捶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21 陳家溝一路老架太極拳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38 陳家溝二路砲捶太極拳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45 陳氏太極刀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52 陳氏太極劍祕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69 陳氏太極拳推手秘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76 武當松溪短棍秘笈 莊賢勝著 其他 1

9789869543590 決鬥生死門: 驚濤駭浪中的醫海浮沉錄神田健司著 平裝 1

9789869546317 創新大學實驗課程: 生物遺傳學原理的實作與應用蘇金源等著 平裝 1

9789869546324 人文藝術學院研究生論文集. 2017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主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1064 古文閱讀新觀止. 測驗篇 楊鴻銘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1071 圖解簡單字背困難字 許國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204 歷屆世界盃優秀劍道選手攻擊策略趨勢之研究: 以第十二屆至第十五屆為例陳安寶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科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活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建弘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科元藝術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405 千里姻緣何處牽: 婚神星中的婚姻密碼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9600 澄明之境: 120個有益投資的對話，大投機家和他的康德哲學課壽江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309 擅長思念的適合旅行 葛瑞思文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954 霸官. 卷四, 霽山有色,水無聲 清楓聆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978 別讓地球碳氣: 從一根香蕉學會減碳生活麥可.貝納斯-李(Mike Berners-Lee)著; 鼎玉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350 尋找生命的定位: 星盤四軸點與月亮南北交點梅蘭妮.瑞哈特(Melanie Reinhart)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183 你不必討好這個世界,只需做更好的自己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367 謝謝妳,成為我的媽媽 具鏡善著; 馮筱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381 亥時蜃樓 尹黎修著; 林季妤,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卷1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320 青春不乏你喧鬧 凝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37 時空犯 胡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44 愛上平行時空的你 朱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51 不會飛的彼得潘.青草苗 眽眽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68 夜色滾滾而來 葉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75 伊卡洛斯的罪刑 楓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82 虛假滿月 游善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1399 一眼望見你 倪小恩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02 天秤下的羔羊 牧童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69618 含苞待放的元帥閣下 月下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029 蘿莉吸血鬼之赤月下的雙子 黑暗之光著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550246 人弱被人騎 一雁不成夏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011 人弱被人騎 一雁不成夏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威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要有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兆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飛行文創工作室



9789579578028 繼位者們之孩兒元瑟 焰雪雪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042 繼位者們之孩兒元瑟 焰雪雪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035 繼位者們之孩兒元瑟 焰雪雪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578059 魔王 月下桑原著; WEHIP插圖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9578066 魔王 月下桑原著; WEHIP插圖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9578110 魔王 月下桑原著; WEHIP插圖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9578127 魔王 月下桑原著; WEHIP插圖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9578073 月亮湖泊 月讀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080 月亮湖泊 月讀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103 解凍人. 1, 斷頭案 白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158 情在朝野之周衡 楚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165 莫莉計劃. 一, 奔跑吧,喪屍!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172 莫莉計劃. 二, Over my dead body!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189 莫莉計劃. 三, 穿過你黑髮的我的手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196 莫莉計劃. 四, 蟲蟲危機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202 莫莉計劃. 五, 為你摘下滿天星核 緒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226 魔王 月下桑原著; WEHIP插圖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9578219 魔王 月下桑原著; WEHIP插圖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9578233 緣解五味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240 緣解五味 月佩環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257 神將 月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264 成年人的用餐禮儀 熒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78356 量身定制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370 量身定制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363 量身定制 綠野千鶴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9578417 鄉巴佬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578424 鄉巴佬 一雁不成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578516 選擇 朔小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8573 汪奶奶的人生廚房 汪徐鳳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78580 靠近李國毅 李國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0116 豈止是論語 登琨艷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204 放長線釣出你的財務自由 林耀堅, 鄧資騰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32

美好事物媒體整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持地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急印夢工場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62110 DJI空拍機知識&飛行技巧白皮書 DIGIPHOTO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7026 一起吃午餐 張元綺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033 恐龍小學運動會 張元綺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040 小惡魔來報到 張元綺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095 有氣味道的故事繪本: 臭烘烘的海盜Carine Hinder, Raffaella Bertagnolio作一 版 精裝 1

9789579077101 有氣味的故事繪本: 有口臭的大野狼Raffaella Bertagnolio, Melanie Grandgirard作一 版 精裝 1

9789579077118 有氣味道的故事繪本: 香噴噴的小公主Raffaella Bertagnolio, Ariane Delrieu作一版 精裝 1

9789579077187 長大是什麼樣子? 吳宜庭作 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71558 貼身剪裁 迷逸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4641 圖解不負責狀況百科: 面對43種人生窘境，這樣神回應，輕鬆化解各種尷尬與煩惱ニシワキタダシ作; 許慧貞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76522 劍神的繼承者 鏡遊作; 梁恩嘉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813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comic渡航原作; 伊緒直道作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78595 我與彼岸少女的煉愛交替 D51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78250 最低。 紗倉真菜作; 簡秀靜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578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村田真優作; Arieru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8601 深表遺憾,我病起來連自己都怕 小鹿作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8618 幻想三國誌5遊戲小說 D51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8625 邊緣女神改造計畫 啞鳴作; 黑蛛白蛛圖 一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571078656 非常男子高校 吾名翼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8663 非常男子高校 吾名翼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8670 密室困游魚 墨寶非寶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78687 密室困游魚 墨寶非寶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879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8809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78816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882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7883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107884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78762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78779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78786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7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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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尖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光點



9789571078939 一怒成仙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8953 魅惑偶像脫光等我 伊芙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080 親愛的厄運先生 Killer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79202 骸骨季節 莎曼珊.夏儂(Samantha Shannon)作; 甘鎮隴譯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9219 還是專科生的我，遇見了這世上最獨一無二的職業紗倉真菜作; 李喬智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240 魔獸爭霸大崩裂: 先祖之戰三部曲理察.A.耐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257 凹凸 紗倉真菜作; HANA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301 愚物語 西尾維新作; 張鈞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332 插畫構圖完全大師 友野RUI作; 李喬智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547 緊身衣下的甜蜜誘惑 山佐木うに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585 總之先給我一個吻 たき貓背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608 平板少女 ひみつ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9615 自殺島 森恒二著; 梵赫辛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79660 牛奶與黑糖的甜蜜關係 西尾メシ著;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69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語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矛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7970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語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矛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79769 迴盪在我心中的音色 cielo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776 當四目相交的時候就該說再見了 猫田リコ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936 幸福照相館: 教你用手機也能拍出日系唯美的夢幻人像李維燊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950 用手機也能拍得更好的100個妙方: 完美攝影微調術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967 我的動態攝影教科書: 用數位單眼就可以搞定CAPA特別編輯作; 林克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974 紙上摺學 金銀珠, 方京姬, 李姃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9998 最強睡眠術 梶本修身作; 林慧雯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000 情感霸凌 大門昌代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055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海宴作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0062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海宴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079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海宴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0086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海宴作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0093 琅琊榜之風起長林 海宴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0109 時光當舖: 思念物的歸處 千川小說原作; 葉澄漫畫改編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116 麒麟之一世君奴 米絲琳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123 學生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翔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0130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0147 琴之森 一色真人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1080154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1080161 看穿人心的床上心理學: 從邂逅吸引，親密關係，到情感維繫，讓彼此都超有感讓你超有感的大人性教育DaiGo作; 林信帆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185 完全活用!構圖&曝光大事典301 CAPA特別編輯作; 張書芬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192 前進吧!!高捷少女 湛藍時光 三木なずな作; 堤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208 教練的貼身指導 羽宸寰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215 潘朵拉的禁忌之吻 陳漢玲著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0222 不想跟你談戀愛 酒井真由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239 不想跟你談戀愛 酒井真由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0246 不想跟你談戀愛 酒井真由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0253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80260 水母不會凍結 市川憂人作; 黃永定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284 雪球大戰: 魔獸世界爐邊故事 克里斯.梅森作; 許文達譯 1版 精裝 1

9789571080291 詭計之吻 瑪莉.E.皮爾森作; 周倩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314 風暴帝國 莎菈.J.瑪斯作; 甘鎮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321 我與他的黑色契約: 黑幫少主調教OLユカ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0338 我與他的黑色契約: 黑幫少主調教OLユカ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0345 BITCH與廢柴小白臉的xx戀情 千束るち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352 NO.1牛郎親自點名 フジマコ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369 星刻龍騎士 瑞智士記原作; RAN作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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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冊 1

9789571080383 只要有愛上下不是問題 市川なつを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390 情色的大哥哥讓我理智斷線 茨芽ヒサ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406 絕頂桃花 瀝青作 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0420 通往樂園的廉正之路: 聽說庶出的國王陛下又要納寵妃野村美月作; 楊佳慧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437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16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0444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16 海冬零兒作; 陳梵帆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0451 沒有英雄的世界要靠最終頭目們 柳實冬貴作; 陳幼雯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0475 死黨角色很難當嗎? 伊達康作; Runoka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0499 WORLD TEACHER異世界式教育特務ネコ光一作; Runoka譯 一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0505 異色★世界史大全 駕籠真太郎著; 楊裴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536 JGL影像生活小品集: 李哲光的公仔攝影世界李哲光作 一 版 平裝 1

978957108055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茅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56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茅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0574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茅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0581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茅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0598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日常! 暁なつめ原作; 染宮すずめ漫畫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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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冊 1

9789571080611 食人姬 武中英雄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628 源君物語 稻葉作みのり作;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0635 歡迎來到Minecraft劍與魔法的世界: RPG建築設計大全TatraEdit作; 王育貞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642 人生售後服務部 千川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0659 瓦尼塔斯的手札 望月淳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0666 屬性同好會D-FRAGMENTS 春野友矢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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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1080703 高校艦隊 AIS原作; 阿部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0727 <>春季. 2018 17 Media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734 我的男孩: 影像散文書 八大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741 烈火如歌 明曉溪作 2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080758 烈火如歌 明曉溪作 2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0765 我站在橋上看風景 顧西爵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772 瞬間啟動費洛蒙♂老師的愛愛授課山田パン作; YUS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789 小說家的戀愛遊戲: 從身體開始的戀愛有可能嗎？三夏作; YUS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796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80802 赤髮白雪姬 秋月空太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80819 昨日的美食 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0833 百萬情人戀愛調教 猫田リコ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840 紅葉小路 ありいめめこ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857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80864 被發現我是處男的話就糟了 倫敦巴里子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871 真理的枷鎖 真行寺ツミコ作; 張凱倫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895 相愛是一種循環 Star原著; 矮子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918 私廚女王Irene的快速料理 私廚女王Ire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949 美尻力 Testosterone, Miharu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956 為了拯救我那抄襲來的人生劇本 青次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0963 Only Sense Online絕對神境 アロハ座長作; kyo譯 一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0970 安室奈美惠超級歌姬傳說: 由安室粉絲獻上滿滿的愛安室粉絲編集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045 會長島耕作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1052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1081069 我的Minecraft DIY大事典: 超級指令方塊大全王育貞, 盧品霖, 張孝謙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076 星際大戰: 最後一擊-韓與藍多的冒險故事丹尼爾.荷西.奧爾德作; 甘鎮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113 螳螂之檻 彩景でりこ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1120 無法化為泡沫的愛戀 三月えみ著;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37 雜音 春泥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51 聽見向陽之聲-幸福論 文乃ゆき原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75 官能記號 ウノハナ作;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99 金魚之戀 サガミワカ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373 偷心郎君: 愛恨顛 米絲琳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380 陌生人 廣下嘉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397 我的幸運,因你而起: 星的碎片 HAHA吉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403 手心上的仙人掌: 如風男孩 艾唯恩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458 擅長捉弄人的高木同學 山本崇一朗作; 泪紫音譯 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1526 MH*MH-美式獨佔 MORIKU墨里可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1533 <>Ning寧寧性感寫真書 Ning寧寧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540 GIVEN被贈與的未來 キジナシキ作; H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1571 砲友關係 上原あり著; H譯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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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7778109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證券心理學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André Kostolany)著; 林瓊娟譯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867778116 百萬網友力推的TOP 1良醫真心話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123 <>之金錢遊戲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André Kostolany)著; 丁紅譯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867778130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André Kostolany)著; 唐峋譯增訂初版平裝 1

9789867778147 與人同贏：人，是世上最值得投資的資產！領導學大師掌握職場、家庭與人際的25個共贏原則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蔡璧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154 阿里鐵軍: 地表最強互聯網銷售部隊精實鑄鍛法宋金波, 韓福東, 鄭育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9

送存冊數共計：144

城邦商業周刊



9789867778161 有故事的世界鹽圖鑑 青山志穂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185 為什麼Google、LinkedIn、波音、高通、迪士尼都找他合作?: 募資教父1週談成6千萬的快.精.準成交術歐倫.克拉夫(Oren Klaff)著; 林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08 行銷點子製造機 商業周刊著 增修1版平裝 1

9789867778215 管理妙招便利貼 商業周刊著 增修1版平裝 1

9789867778222 創業基因啟動碼 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7230 自己表現力を引き出す実践研究: TAEを中心に陳姿菁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7869036 Human Mobility: Bonds beyond National BordersKazumi Sat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111 こんにちはA1-1教師手冊: 國中小、普通高中適用第二外語教材陳淑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9128 こんにちはA1-1: 國中小、普通高中適用第二外語教材陳淑娟著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577869135 社会的役割を果たす日本語文学研究の推進: 論文予稿集台湾日本語文学会編 平裝 1

9789577869166 河洛語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7869180 河洛語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7869173 河洛語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577869197 河洛語語法研究入門 湯廷池編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577869210 現代人的孤獨、失落與悲哀: 村上春樹長篇小說析論歐宗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227 聴解教育における反転授業の導入および効果陳毓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234 山形紀行: 異文化に出会った尤先生の山形、日本、そして世界(続編)尤銘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79177 當狗狗的餐桌營養管家: 健康頑皮,生病不怕林衍德, Cathy Lia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184 世說台語: 河洛語:正解、正則、定音黃俊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191 蛹蟲草新世代: 創新與應用 周銘輝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07 台北亂走 簡宏逸文.攝影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214 我六十,我任性: 老戲當怎麼唱? 書涵云冰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79221 福爾摩沙.血寶藏 主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38 寫給未來的你: 一個父親對兒子的關愛情深李宗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45 竹島?獨島? 張詔友作 平裝 1

9789578679252 生命之後 韓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269 學會溝通.萬事成功 雷國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76 航向驚嘆島 望海甘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83 獲利模式: 千萬顧問案Know-How大剖析徐國雄, 范揚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459 最後一擊: 傳奇 冰如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12466 最後一擊: 傳奇 冰如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512473 最後一擊: 傳奇 冰如劍作; 唐尼宇繪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3

城邦印書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625 戀愛要在跳舞前 吉賽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32 那年夏天,她和他和她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49 未凋零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56 噓,別告訴我 雨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63 扇雀. 1: 初遇 釉子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70 世界唯一的花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87 戀愛本就是場病 Mis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694 我的犬系男配角 湯元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209 愛麗絲Online. 2, 森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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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19627 魔法學習樂園: Family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34 魔法學習樂園: Festival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41 魔法學習樂園: Shape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58 魔法學習樂園: Color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65 魔法學習樂園: Food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72 魔法學習樂園: Sky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89 魔法學習樂園: Insect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119696 魔法學習樂園: Community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8700 魔法學習樂園: School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8717 魔法學習樂園: Park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8724 魔法學習樂園: Zoo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8731 魔法學習樂園: Car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8748 魔法學習樂園: Puzzle Book. 2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8755 魔法學習樂園: Puzzle Book. 1 江如君,黎怡廷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488 Teacher manual for frog’s song Educating with Love Foundation[作]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61495 Teacher manual for looking for the crabsEducating with Love Foundation[作]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009 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作品專輯. 2017: 第41屆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合攝影展覽, 第37屆中華民國攝影團體聯誼攝影比賽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柏克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柏克萊雲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埔里鎮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0316 筆耕墨耘: 慕陶書法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十二屆葉景文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291 天花板設計聖經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20 為什麼我們總是起不了床? 吉川武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37 預防失智認知踏步有氧操圖解 島田裕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44 家有友好餐廚房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51 就愛喵在家 風和文創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68 過敏一定治的好 黃鼎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82 咖啡店,好設計成功一半 SH美化家庭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599 圖解家動線: 好格局與動線的設計原理游明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9719 發現屏東: 萬年溪畔有傳說 潘一榕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10953 漫畫中國童話. 1, 開天闢地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60 漫畫中國童話. 2, 黃帝戰蚩尤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77 漫畫中國童話. 3, 大禹治水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84 漫畫中國童話. 4, 精衛填海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0991 漫畫中國童話. 5, 嫦娥奔月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1004 漫畫中國童話. 6, 諸神傳說 童樂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11011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世界之最的國家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11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世界之最的國家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28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中歐、北歐、大洋洲、南極洲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35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亞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35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亞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42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東歐、西歐、南歐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42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東歐、西歐、南歐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59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非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59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非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66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美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66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一輯: 世界之旅 美洲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73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火山與洞穴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73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火山與洞穴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80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沙漠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門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屏市阿猴城綜發協會

投縣慕陶書法學會



9789864911080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沙漠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97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極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097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極地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03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熱帶雨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03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熱帶雨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10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海底世界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10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海底世界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27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草原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27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二輯: 自然之旅 草原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89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西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89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西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34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中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34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中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41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東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41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東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58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東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58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東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65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西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65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西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72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華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72 繞著地球跑一圈. 第三輯: 中國之旅 華北地區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96 我要找媽媽 朱惠芳著; 木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196 我要找媽媽 朱惠芳著; 木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02 第一天上幼兒園 朱惠芳著; 寇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02 第一天上幼兒園 朱惠芳著; 寇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19 媽媽有沒有想我 魏曉曦著; 木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19 媽媽有沒有想我 魏曉曦著; 木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26 一起玩還是自己玩 朱惠芳著; 木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26 一起玩還是自己玩 朱惠芳著; 木子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33 一會兒是多久 月西著; 任夢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33 一會兒是多久 月西著; 任夢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11240 不上班好不好 朱惠芳著; 三水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105 小故事大智慧發微 劉昭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101 世紀之約: 盆栽五十年 梁悅美著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52

屏東能淨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東開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003 熊怪: 兄弟迎戰熊怪父子 王愛珠故事口述; 祖珠.卡查妮蘭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1838 總統直選與民主臺灣 朱雲漢, 游盈隆, 曾建元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408 胡風高熾的時代: 東魏北齊文學之研究劉福田著 平裝 1

9789869600422 文學與電影的教學對話 劉福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3517 死亡禁地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524 雪煙追逐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531 戀愛纜車 東野圭吾著;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548 侯文詠極短篇 侯文詠作 全新版 平裝 1

9789573333555 夜行 森見登美彥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562 百年孤寂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579 百年孤寂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333586 紅皇后. 序曲, 血王冠 維多利亞.愛芙雅(Victoria Aveyard)著;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593 愛上自己的不完美 張德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09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二部, 神殿的見習巫女. 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16 哈利波特: 穿越魔法史 大英圖書館作; 林靜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23 繫結姊妹. II, 風巫師 蘇珊.丹納德(Susan Dennard)作; 馬新嵐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30 山羊獰笑的剎那 陳浩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47 種畫的人: 我在黃土高原,革自己的命廖哲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54 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蔡孟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61 試刊號 安伯托.艾可著; 倪安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78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二部, 神殿的見習巫女. 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85 母礙 艾絲特.維爾霍芙(Esther Verhoef)著; 姬健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692 於是,我們交換了青春 曲家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08 朵朵解憂小語: 從今以後，要讓自己好好的朵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15 你是最好的自己 張皓宸著; 楊楊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22 翻頁人生 辛西亞.史旺森(Cynthia Swanson)著; 林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39 小書痴的下剋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第二部, 神殿的見習巫女. III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46 謝謝你出現在我的青春裡 文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53 往事浮光 林婉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60 浮生.半日.里斯本 韓良憶文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知學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風人文工作室

屏縣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763 起死回生氣療養生術 李芳黛編譯; 郭伊瑩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770 象棋名手殺著精華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787 象棋妙殺速勝精編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794 象棋精妙殺著寶典 吳雁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00 氣功大師揭示如何實現你想要的一切Maggie J. Huh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060 Paco上菜: 西班牙美味家常料理 Mr. Pac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77 第一次學做Mochi!多彩多滋 方芍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84 湯水護一生 郭月英, 陳麗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8091 超人氣西餐簡餐鐵板燒料理 葉國英, 陳湘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109 麵包的創意與變化: 運用七大麵團,做出貝果、吐司、甜甜圈,還有台歐麵包獨角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2889 台灣名家美術100水墨: 黃淑卿 許鐘榮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32896 台灣名家美術100水墨: 莊伯顯 許鐘榮總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108 尋角自己: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115 尋角自己: 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122 吉祥如意迎新年: 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139 吉祥如意迎新年: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802 法式鄉村的美感生活 簡瑋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0563 真我與我: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的生平與教誨蔡神鑫作 增訂一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6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品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食為天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香柏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34255 愛上日本語. II 葉建誠, 陳曉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567 原汁原味照食譜 依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574 涅槃之雪: 宗門之眼 梁寒衣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80592 舊約五經對台灣成為新而獨立國家的啟示羅光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380592 舊約五經對台灣成為新而獨立國家的啟示羅光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419 謙卑的藝術 劉信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426 Cultic cetralization in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a strategy of dominance and resistance羅光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433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Juan A. Carmona作 平裝 1

9789869590433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Juan A. Carmona作 平裝 1

9789869590440 歐洲啟蒙運動、福音奮興運動、海外宣教Stewart J. Brown作; 宋訡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440 歐洲啟蒙運動、福音奮興運動、海外宣教Stewart J. Brown作; 宋訡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457 給作曲、鋼琴家的管風琴手冊 劉信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2060 水滸傳 施耐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499315 臺灣茶事 黃怡嘉主編 精裝 1

9789570499322 砂海一粟: 印如精舍藏明清紫砂器物選輯黃健亮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499339 印如精舍珍藏 黃鋼 黃健亮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569 Poster 60: 葉國淞海報創作 葉國淞著 初版 平裝 5

9789868355576 萬丈豪情: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107級畢業專刊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107級作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宥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英倫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冠唐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9

南海印刷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盈記唐人工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神



9789866089664 Lazar and leper: the book of time By David Barton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671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self-regulation, achievement goal, and test anxiety on English learning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ese arts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nglish......曾敏珍(Min-Chen Tseng)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688 貨幣金融學 黃啟倉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695 A Study on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Physical Education楊存莉等[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6089701 補教業英語教師實施多元評量支現況探究楊存莉等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718 Effective lesson planner by Ying Ling Chen 平裝 1

9789866089725 Generative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tended implications of comparative syntax and l2 syntax單傳國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732 台灣學習者之韓語發音教育 鄭潤道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089756 文藻體育運動研究專輯 林忠程, 遲珩起, 甘允良編撰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719 369星際解碼: 一把通往星際黎明的鑰匙雅威作.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407 南庄永昌宮媽祖娘娘遶境踩街. III: 107年發揚客家民間習俗活動劉壽執行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169 POULP'OMBRE小影子 皮耶.庫克斯(Pierre Crooks)文; 尼古拉.古尼(Nicolas Gouny)圖; 陳怡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9176 哈哈村的蔬果野餐派對 王元容作; 黃淑華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706 蘭州石佛溝靈岩禪寺之印經事業 優婆夷.阿旺雲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706 蘭州石佛溝靈岩禪寺之印經事業 優婆夷.阿旺雲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101 最新機電整合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解析. 2018王建智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96 Android程式設計使用Kotlin 饒瑞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33307 MVC網頁程式設計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314 商業網路建置使用WordPress 饒瑞佶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飛統自動化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建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昱盛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耶書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苗縣東村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5189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陳建志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1395 商務科技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11屆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3875 傑西.李佛摩股市操盤術: 美國史上最強股票作手唯一操盤手稿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著; 理查.史密登(Richard Smitten)評釋; 陳儀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337 新.光色論 黃敏俊總編輯; 鄭素貞, 張庭嘉, 施珮晨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9697 中國古典艷情小說. 三 醉西湖心月主人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03 中國古典艷情小說. 四 青陽野人, 陳森, 姑蘇痴情士著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10 世說新語.續世說 劉義慶, 孔平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72 東瀛紀事: 戴潮春事件 林豪著; 黃育智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204 東方文化學刊. 第七期, 糾結悱惻的愛戀胡又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1211 東方文化學刊. 第八期, 八方雲集的流水席胡又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492 歐亞合作機制 孫國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9553 啊果織機: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畢業展畫冊. 第12屆鄭庭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9546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 第四輯 張裕亮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恆萃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秋魚藝術品

送存冊數共計：3

建國科大土木工程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理科大商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



9789866109546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 第四輯 張裕亮主編 平裝 1

9789866109546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 第四輯 張裕亮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929 生活藝術啟悟錄 蘇正雄著 平裝 1

9789869325943 列子思想探賾 陳宏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6557 人性就是這麼賤 血腥瑪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564 活學活用厚黑學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571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李欣欣, 游綉月譯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595 求人辦事厚黑智慧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6536601 斜陽 太宰治著; 沈曼雯譯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814 國際行銷: 突破眼界、突圍市場 曾光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2821 國際關係 陳建民等著; 李明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2838 流通管理 許英傑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08292 改變!從教育開始 黃日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7402 The beauty of succulents: haworthia. Vol.1洪佳君文字; 林倩伃攝影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493 德國寶寶晚安繪本. 1, 親愛的爸爸蘇珊.呂特耶(Susanne Lütje)作; 埃萊妮.扎本妮(Eleni Zabini)繪; 謝靜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607 德國寶寶晚安繪本. 2, 親愛的媽媽蘇珊.呂特耶(Susanne Lütje)作; 埃萊妮.扎本妮(Eleni Zabini)繪; 謝靜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614 德國寶寶晚安繪本. 3, 親愛的寶貝蘇珊.呂特耶(Susanne Lütje)作; 埃萊妮.扎本妮(Eleni Zabini)繪; 謝靜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621 德國寶寶晚安繪本. 4, 親愛的爺爺蘇珊.呂特耶(Susanne Lütje)作; 埃萊妮.扎本妮(Eleni Zabini)繪; 謝靜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3638 德國寶寶晚安繪本. 5, 親愛的奶奶蘇珊.呂特耶(Susanne Lütje)作; 埃萊妮.扎本妮(Eleni Zabini)繪; 謝靜怡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風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昶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前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期六多肉植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城堡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348729 調鼎 廚藝家方樹木八十回憶錄 方樹木口述; 王友民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0348736 「拼」出一篇天: 產業中的馬拉松好手廖俊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348743 一縷茶香,百年繞樑: 有記名茶品牌故事廖俊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606 HES人體能量檢測 邱徵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5370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5363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5387 衛斯理傳奇之妖火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394 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朱學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424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525431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525448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525455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525462 故事新編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479 關鍵時刻,曹操是這麼幹的 歐陽彥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486 改變千萬人一生的16部著作 汪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523 古龍三部曲 覃賢茂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493 評傳古龍: 這麼精彩的一個人 覃賢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509 經典古龍: 古龍十大經典排行點評覃賢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516 武學古龍: 古龍武學與武藝地圖 覃賢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530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547 靈河 司馬中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554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5561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5578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5585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5592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5608 神幻大師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5615 衛斯理傳奇之追龍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622 紅絲鳳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639 荒原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646 股神巴菲特傾囊相授: 給你的10堂理財課江樂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653 狼煙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5660 狼煙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時代

送存冊數共計：5

前程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首萊特文創



9789863525677 狼煙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684 狂風沙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525691 狂風沙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525707 狂風沙 司馬中原著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525899 隨緣不是沒有原則 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905 衛斯理傳奇之頭髮 倪匡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5912 關鍵時刻,胡雪巖是這麼做的 章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5943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525950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3525967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525936 夜天子 月關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525974 吾土與吾民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981 風聲鶴唳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5998 小說古龍: 成為楚留香和小李飛刀之前的事冰之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018 不選擇的勇氣: 沒有最好選,只有怎麼選張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025 衛斯理傳奇之玩具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546 德香女人花 太陽盛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860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一0八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5877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民國一0八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9789869165884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大字版本). 民國一0八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913 學會八字論命的第一本書 秘訣心法不私藏公開王彥貿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781 當股市下跌,學會存股多賺100萬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798 靠酒田戰法,每年穩賺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09 有錢人不靠薪水,只要印鈔機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16 5年後,用技術分析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23 新手一看就懂的房地產投資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30 10年後,用技術分析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54 創業家默默在學的40件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45

天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羿勝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發堂通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信發堂造曆



9789869551861 靠酒田戰法,每年穩穩賺18%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78 有錢人默默珍藏的致富寶典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85 5年內,一定要存到1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92 10年後,投資ETF賺到1000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121 直指法身: 第九世大寶法王「大手印修持法本」釋論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鄭振煌英譯中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4138 打開月光童子的佛法寶盒: 岡波巴大師經典<>岡波巴大師原著; 堪布噶瑪拉布講授; 堪布羅卓丹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4145 修心: 我們是唯一能瞭解自己的人第9世堪千創古仁波切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7554 3D侏儸紀 連耀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300 商流: 讓商品在中國熱銷的黃金法則梁桂峰口述; 前進新大陸團隊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93865 宜蘭學. 2017 陳志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93872 社會學系統導讀 彭懷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618 研華寶元APAC系列智慧控制器: 智慧機械之開發利器謝振輝, 研華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1994 青少年歷程發展及其偏差行為預防王伯頎, 劉育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0404 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的實務 馬行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0411 漢語語法之旅 竺家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0428 特殊教育概論 張如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435 超重低音 鍾宗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442 現代視野下的生活民俗研究 鍾宗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0459 全球商務華語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際華語文教材教法研究室團隊著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70466 教導自閉症幼兒社會溝通能力: 家長學習手冊Brooke Ingersoll, Anna Dvortcsak合著; 朱慶琳, 吳進欽, 江淑蓉合譯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威智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進新大陸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風雲論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研華寶元數控



9789869570473 華德福學校一二年級的數學課: 課程架構與學科理論的基礎Ernst Schuberth著; 林琦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6828720 十七、十八世紀的儒家情欲哲學 洪櫻芬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228923 基督是分開的麼: 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陳希曾著 精裝 1

9789579228930 新約道理的進步 伯納(Thomas Dehany Bernard)原著; 鍾聲實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6693 軍人身世 汪啟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09 觀音的呼喚 蘇鳴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16 女人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23 給Masae與兒子的十四行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30 臺灣學教育ê開拓者: 鄭正煜(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台灣南社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47 阿猴林開基的啼叫 梁明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34154 告白與批評 李敏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61 晨課 莫渝著; 黃玉蘭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78 幽明尋奇: 東西方靈界觀點的比較蘇鳴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34185 生活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192 紅血球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06 屏東旅高客家大人物: 貴金公與九郎公的生命敘事張佳雯, 徐嫆宜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13 傳承X六推: 六堆青年論壇. 2017 蔡幸娥, 鍾文誌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20 論 江自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37 福爾摩沙頌 劉溪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44 歸鄉之路 蘇鳴東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562751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臺語文讀寫班學員作品集陳金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68 有一隻白鴒鷥: 台語詩/插圖合集 王希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82 正向樂觀高能量詩歌最是療癒詩歌: 詩歌流域的旖旎風光林献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99 日僑漢詩叢談. 第七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799 日僑漢詩叢談. 第七輯 胡巨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02 葉日松小詩選. 2017.12-2018.1 葉日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02 葉日松小詩選. 2017.12-2018.1 葉日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19 輸送帶 陳明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19 輸送帶 陳明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1526 死亡的思考 鄭烱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068 古老商學院: 搞懂你所處的現實 許汝紘暨編輯企劃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105 六朝志怪 許汝紘編著; Amo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春暉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6

信實文化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1

活道



9789869545112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作品許汝紘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5129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作品許汝紘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45136 璀璨童話: 寶石公主塔羅牌 孟小靖著; 憂Yuu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143 向劉備學領導: 從草鞋商販到一方皇帝大川隆法著;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978 彰詩 郭逸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992 地理資訊系統: ArcGIS入門與實務應用范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306 殯葬產業行銷 張世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630313 中壇元帥神蹟與青雲宮歷史沿革 張世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2582 細讀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62599 細讀提摩太前書、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盧俊義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9894 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 研討會論文集王瑤池總策劃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409 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手冊. 2018第十三屆張儀興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915 創新數位設計國際研討會. 2018: 數位世代下的前瞻設計潮流論文集陳姿汝等編輯 其他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405 版頁構成與圖文編排 潘東波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34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vel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2017director Chih-cheng Kao 其他 1

9789865627386 科技到府.邁向奈米新世界專刊 國立東華大學等合著; 張文俊主編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數位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相對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榮科大生活應用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臺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香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信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825 阿賴耶之人狐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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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018174 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 甘為霖英譯; 李雄揮漢譯 修訂新版平裝 1

9789578018242 台灣古今真相 埔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266 尋找.天外天 李宜芳撰編 平裝 1

9789578018273 簡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圖文精華版)史明著.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310 向左走向右走: 邁向台灣基督教的性/別/正義陳文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327 逗陣看台灣 金守民等作; 綠色逗陣編輯小組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334 老綠男有意見 陳師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341 田園之秋 陳冠學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018358 2031中國崩潰 王世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365 台灣在民國: 1945-1949中國大陸期刊與雜誌的台灣報導許毓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986 連信道童歡歌 連信道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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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738 我和我家附近的流浪狗 賴馬文.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615745 零用錢大作戰: 廣告達人寫給小學生的溝通技巧書天野祐吉文; 大槻茜圖; 米雅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1615769 閱讀起步走: 嬰幼兒閱讀運動的台灣模式信誼基金會企畫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769 閱讀起步走: 嬰幼兒閱讀運動的台灣模式信誼基金會企畫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776 月亮想睡覺 林思辰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783 誰最棒? 鄭萱婕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790 大海小海浪 蕭湄羲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806 子兒,吐吐 李瑾倫文.圖 三版 精裝 1

9789861615820 忠信的鼓 葉露盈文.圖 初版 精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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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2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美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拾慧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019 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2017第22屆: 兩岸市花,簇滿了台灣枝頭典藏劇冊星學子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圖文; 蔣政堯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43510 全方位高中學測歷史總複習 許孝誠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27 全方位高中學測數學複習講義 詹敏昌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34 全方位高中學測生物總複習 林建成編著 修訂1版平裝 1

9789862243541 明解高中學測生物關鍵 言日中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58 全方位高中國文總複習 嚴月霞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65 資優物理挑戰100題. 熱.波.光篇 張鎮麟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72 高中英文必備成語KO 陳浚德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89 高中英文連貫式中譯英速攻 蔡方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596 大學入試高中學測生物超速度記憶言日中, 姜里運編著 修訂1版平裝 1

9789862243602 明解高中英文作文 張勝溢編著 平裝 1

9789862243619 全方位高中指考生物總複習 林建成編著 增訂1版平裝 1

9789862243619 全方位高中指考生物總複習 林建成編著 增訂1版平裝 1

9789862243619 全方位高中指考生物總複習 林建成編著 增訂1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444 統測百分百 會計學總複習 信樺會計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817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398824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398831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367615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67622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67660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67691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62511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936603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936604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9366083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939884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939885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9398862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939887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飛燕文創

星學子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建興文化



9789869366502 終焉之島X兵器少女 八爪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66618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66687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98886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98893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67561 Legend: 光與影羈絆 翼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0619 Legend: 光與影羈絆 翼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5909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938591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940050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940051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9385923 時空神皇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85930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38594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385954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385961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940052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9400534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385978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9385985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940054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9385992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0558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00565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6005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0572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00589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386012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386029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00596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6036 劍道皇帝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86043 劍道皇帝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6050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00602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386067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386074 菜鳥之王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0626 菜鳥之王 某宅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6081 饕餮食堂 逢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386098 少年土地公紀事本末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6104 青青何盼草 姒情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6111 神眷者 羽毛冰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6128 臺灣勇者協會TGG 玥主朽紅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386135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86142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2872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2889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86159 怪異幽冥尋物所: 您今天遺失了眼睛,鼻子,還是人生呢?DARK櫻薰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3282 怪異幽冥尋物所: 您今天遺失了眼睛,鼻子,還是人生呢?DARK櫻薰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386166 日日花開不凋零 蔚海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2896 日日花開不凋零 蔚海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6173 喵喵魔法屋 鬱兔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3275 喵喵魔法屋 鬱兔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6180 一擊必殺的不敗聖劍 雷明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3268 一擊必殺的不敗聖劍 雷明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86197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98800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0633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00640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8255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8262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00657 不聽吸血鬼的話,就會被咬喔! 子陽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597 不聽吸血鬼的話,就會被咬喔! 子陽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00671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00688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29580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00664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00695 龍紋醫聖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1170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9411714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9411721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9428279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9428286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42829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941173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941174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869411752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86941176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86942910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869429115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869429122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869429139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941177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86941178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941179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942914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942915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9412803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12810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29160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29177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29191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12827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12834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29184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12841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12858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12865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13206 神眷者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9306 神眷者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13220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29313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29320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13213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13237 青青何盼草 姒情作 平裝 1

9789869413244 Legend: 光與影羈絆 翼翎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29337 Legend: 光與影羈絆 翼翎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13251 饕餮食堂 逢時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1329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344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8805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351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8812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368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8829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375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18836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8843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8850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9855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39862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18867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382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0684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8874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939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40691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18881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18898 九皋物語 草子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8200 槍靈少女前傳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0806 槍靈少女前傳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8217 黑道少女 VS. 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0097 黑道少女 VS. 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8224 我的妹妹怎麼可能是問題少女 ザク口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28231 蜂舞 貓邏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28248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0653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29504 日日花開不凋零 蔚海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9511 喵喵魔法屋 鬱兔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29528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29535 一擊必殺的不敗聖劍 雷明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0660 一擊必殺的不敗聖劍 雷明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9542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29559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31996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39800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29566 劍道皇帝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1989 劍道皇帝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29573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9431903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0677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31910 魔王的生命是用來消耗勇者的存檔次數嗎?筆尖的軌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31927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1934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1941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31958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31965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31972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3981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86943982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9439831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86943984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869439879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39886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3989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440004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9440011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9440028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40035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40042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0059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4006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944007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944008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9440608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40615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440622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40639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440646 不聽吸血鬼的話,就會被咬喔! 子陽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0813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440820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40837 Legend: 光與影羈絆 翼翎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40844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40851 萌物娘使用手冊 午夜藍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40868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4087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4134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04141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40899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4158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4165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9440882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56401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9456418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04172 武當宗師在都市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56425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56432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4189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4196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5644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456456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4202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421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56463 劍道皇帝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4332 劍道皇帝 鐵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56470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945648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86945649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869457408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5604240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560425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560426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604233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57415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57422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04226 巫師之旅 一行白鷺上青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57439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57446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4271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04288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57453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9457460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604325 九天神龍訣 秋風攬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57477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9457484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04295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04301 荒唐仙醫 雲流雨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57491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4318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370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459006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9459013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04363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9459020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459037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4387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04394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945904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9459051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9459068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86560440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86560441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60442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9459075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9459082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9459099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04349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604356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604004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431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4448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011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604028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04455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04462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04035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5604042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5604059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5604479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5604486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560449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5604066 不聽吸血鬼的話,就會被咬喔! 子陽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516 不聽吸血鬼的話,就會被咬喔! 子陽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4073 萌物娘使用手冊 午夜藍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080 一擊必殺的不敗聖劍 雷明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4509 一擊必殺的不敗聖劍 雷明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4097 我的妹妹怎麼可能是問題少女 ザク口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103 Legend: 光與影羈絆 翼翎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110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4127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4523 喵喵魔法屋 鬱兔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530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4547 九皋物語 草子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554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4561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458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1041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1058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04578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592 儒武爭鋒 情殤孤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4622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1065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1072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01089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4608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04615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639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604646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601096 夜影王座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601133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1140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4653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04660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677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865604684 睥睨天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865604691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4707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1188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1195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201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04714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721 槍靈少女前傳 羽毛冰塊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4745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4738 純陽戰尊 漢隸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752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4769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04981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1300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601317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601324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04783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4998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1102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01119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1126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604776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790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294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480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865604813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86560482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865601157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865601164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865601171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865604837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1355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1232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4844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4851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003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01218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01225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4868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5604875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865604882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865601249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865601256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560126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865604899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04905 鑒寶金瞳 七寶琉璃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604912 魔法禁止事項 楊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4929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331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348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936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270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287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943 我的妹妹怎麼可能是問題少女 ザク口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379 我的妹妹怎麼可能是問題少女 ザク口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950 萌物娘使用手冊 午夜藍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386 萌物娘使用手冊 午夜藍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967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4974 不聽吸血鬼的話, 就會被咬喔! 子陽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010 哪都別想逃 蔚海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010 哪都別想逃 蔚海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409 哪都別想逃 蔚海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409 哪都別想逃 蔚海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027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362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034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393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416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423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1430 穿越到異世界的我,變成王儲們的玩物了。宴平樂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447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942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454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829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461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959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601478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1485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1492 蜂舞 貓邏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1508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300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601515 我的妹妹怎麼可能是問題少女 ザク口作 平裝 1

9789865601522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539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初雲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1546 穿越到異世界的我,變成王儲們的玩物了。宴平樂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294 穿越到異世界的我,變成王儲們的玩物了。宴平樂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553 歡迎來到「魔物之森」便利商店 雷明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560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1577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011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0126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01584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601591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601607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0003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0010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0027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601614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601621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601638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0133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0140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0157 不敗劍神 斷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0188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01645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1652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669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0164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0171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1676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01683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0195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601690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865601706 鑒寶實錄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86560171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865601720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86560173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865010201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5010218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5601744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601751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601768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0270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0287 天龍武神訣 風吹焰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601775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1782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799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601805 薩彌亞的迴響 玥主朽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812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1836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601843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0225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232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850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601867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01874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0249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0256 十界戰紀 靜官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1881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601898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601904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0034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0041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010058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601935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0065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0072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0089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601911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01928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01966 一晚多少錢 梁心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601973 一晚多少錢 梁心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601980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601997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0096 黑道少女VS.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102 論如何養成一隻救世主 暮辰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0317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324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0836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843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0331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348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0355 魔法禁止事項 楊寒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362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379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0720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737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0386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393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0676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683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0409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0416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0423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0430 告白失敗既然連朋友都當不成的話乾脆當敵人吧!七世落雨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0447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平裝 1

9789865010454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0461 歡迎來到「魔物之森」便利商店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478 薩彌亞的迴響 玥主朽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485 告白失敗既然連朋友都當不成的話乾脆當敵人吧!七世若雨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492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508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0515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062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079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522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109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116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539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086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093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0546 山神廟後的狐狸村 鬱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0553 蝦米!我的女友是笨蛋? 青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0560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0577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010584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010904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0911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0928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010591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0607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093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0942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0614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0621 聖道狂徒 暗夜幽殤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0638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645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0973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0980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0652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0669 赤土 木士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0690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0706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0713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010997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011000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011017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010744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751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178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185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768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775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192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208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782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0799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215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222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0805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0812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0829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1031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1048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1055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0850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095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0966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0867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5011123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5011130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5010874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1376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1383 笑馭狂刀戡日月 開荒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0881 功夫聖醫 天下青空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865010898 魔法禁止事項 楊寒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024 請你對我唱 蔚海作 平裝 1

9789865011147 失落的榮耀篇章 佐渡遼歌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635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1154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161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1628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1239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246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1253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1826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260 穿越到異世界的我, 變成王儲們的玩物了。宴平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277 歡迎來到「魔物之森」便利商店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833 歡迎來到「魔物之森」便利商店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284 狼人先生的私密授課 子陽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291 叫我大小姐! 東邦作 平裝 1

9789865011307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314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321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840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338 黑道少女VS.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345 穿越變蘿莉 白日幻夢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1352 論如何養成一隻救世主 暮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369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1390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1888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1406 姑涼惹不得 蔚海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413 倒數七天 吉卜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1420 渣攻!你的鳥飛了 林佩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1437 渣攻!你的鳥飛了 林佩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1444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451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468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475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011482 絕世雷帝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01149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01150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011512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152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865011536 這樣的學園沒問題嗎?. 外傳. 上: 世界因你而美好初雲作 平裝 1

9789865011543 永樂神社的巫女 阿次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1567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1550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1574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011581 九轉輪迴 風影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5011598 神武天帝 心夢無痕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1604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611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1659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1642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1666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673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1680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1697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703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1710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727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1734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1741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1758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1765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1772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1802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819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789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796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857 狼人先生的私密授課 子陽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871 叫我大小姐! 東邦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895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1901 九皋物語 草子信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918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865011925 姑涼惹不得 蔚海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1932 沒有甜味的拿鐵 Evon作 平裝 1

9789865011949 告白失敗既然連朋友都當不成的話乾脆當敵人吧!七世若雨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1956 元龍 任怨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865011963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1970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1987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865011994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5012007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5012014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865012021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038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2045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2052 絕品按摩師 狸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2069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076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083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090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106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113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2168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2120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137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144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2151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175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182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199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2205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212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229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236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2243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274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2281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298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2304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2250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2267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311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328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335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342 翻天 皇印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359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366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2373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2380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2397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403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2410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2427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2441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2458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465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2434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472 萬道靈尊 白髮古稀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519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526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533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540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557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2564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571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588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595 永樂神社的巫女 阿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2601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2618 歡迎來到「魔物之森」便利商店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625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632 狼人先生的私密授課 子陽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649 蜂舞 貓邏作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656 神月Online 禾惠作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2663 叫我大小姐! 東邦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670 對手被隕石砸死難道是我的錯嗎?南翁作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2687 姑涼惹不得 蔚海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694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700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717 一騎紅塵妃子笑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724 Destiny: 光與影的羈絆 翼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12731 告白失敗既然連朋友都當不成的話乾脆當敵人吧!七世落雨作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953 告白失敗既然連朋友都當不成的話乾脆當敵人吧!七世落雨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748 妖禍江湖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5012755 妖禍江湖 風曉櫻寒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5012762 守衛龍騎 鬱兔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779 花之姬綺譚 花鈴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786 魔法糖果騎士 瀰霜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793 身為天下第一快劍的我,一不小心就無敵也很正常吧?八爪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809 黑道少女VS.男子學園 唯伊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816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2823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3110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3127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2830 九極真經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847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2854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3189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3196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3202 九陽神王 銀色天際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861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2878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2885 歡迎來到「魔物之森」便利商店 雷明作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3233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3240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3257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2892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2915 龍血劍神 麻辣香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2922 狼人先生的私密授課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2939 不朽聖皇 大日炎焱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2946 守衛龍騎 鬱兔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2960 永樂神社的巫女 阿次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977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3370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2991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3004 講道理,你沒有我可愛! 愚蠢的喵星人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3011 一騎紅塵妃子笑 自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3028 Destiny:光與影的羈絆 翼翎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3035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3042 最強武道 火焰羽毛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3059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5013066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5013073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3080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3097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3103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5013387 霸武戰神 九翅烏鴉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3134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3141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3158 都市仙尊 藍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3165 九極真經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3172 九極真經 EK巧克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3219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3226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013264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3271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3288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3295 全能仙醫 一絲不苟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865013301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3318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3325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3332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5013349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865013356 帝師重生 今非昔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5013363 神墟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3394 我的蘿莉勇者變御姊 雷明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3400 萌物娘使用手冊 午夜藍作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3417 超超能力者NOT日常生活權 二迴林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5013431 Destiny: 光與影的羈絆 翼翎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3448 狼人先生的私密授課 子陽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5013455 薩彌亞的迴響 玥主朽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3462 勇者大人,我是非攻略對象! 貓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3486 叫我大小姐 東邦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3684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013493 大荒天帝 葡萄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013509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5013516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5013523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5013691 末日廚子 左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5013530 妙手透視小神醫 道門弟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5013547 神墟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5013677 神墟 桃花劍士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5013554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013561 通天大帝 懷古閒人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5013585 最強神醫混都市 九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5013592 超級升級王 魚樂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5013615 極品天醫 端午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5013714 平凡的我睡一覺就與冥王結婚了!世上有比這更扯的事情嗎?慕希言作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0603 活版印刷三日月堂. 第一部, 星子的書籤星緒早苗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0610 一個人大丈夫: 微型出版的工作之道西山雅子編著; 王華懋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0756 knowledge humor and wisdom author John S. Lee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202 Forms of Formosa: poetry from Taiwanedited by CK Hugo Chung, Mark Will1st ed. 平裝 1

9789869635219 Taiwan tales. volume two authors Connor Bixby et al. 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8

送存冊數共計：789

柳橋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燕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亮點國際影業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411 新舊教育的變與惑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705 洞山指月 南懷瑾講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712 百年南師: 紀念南懷瑾先生百年誕辰劉雨虹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928 媽祖不見了 李儀婷著; 吉娜兒繪 再版 平裝 1

9789866039904 成語一千零一夜. 1: 重返英雄爭霸的故事現場謝易霖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2599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3614715 今宵異譚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722 古玩生死局 施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852 帶戈壁回家 迪昂.萊納德(Dion Leonard)作; 郭庭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4906 探問禁止!主唱大人祕密兼差中 尉遲小律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4203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36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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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863615040 麥蒂為何而跑: 一個典型青少年的私密掙扎與死亡悲劇凱特.費根(Kate Fagan)作; 何佳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057 不被情緒綁架的日常: 42則心理諮商師親授、天天都好用的情商升級指南劍聖喵大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064 讓人生更順利的生命靈數: 農陽曆生命靈數組合x獨家牌陣占卜紫衣格格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5071 迷人的混蛋贏得尊重,窩囊的好人忙求認同老楊的貓頭鷹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5088 土地神的指導守則 雪翼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615095 崩潰爸的英倫育兒日記: 從豬隊友變神救援,陪寶寶一起轉大人麥特.寇內(Matt Coyne)著; 江宗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118 性愛協定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著; 羅慕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125 被討厭也沒關係: 給小孩的阿德勒勇氣心理學黃纔演作; 吳詩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132 奧格拉斯之槍 草子信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5149 靈魂侵襲 指尖的詠嘆調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5156 靈魂侵襲 指尖的詠嘆調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5170 迷途之羊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5194 今天開始水彩畫: 零基礎也能隨筆畫出專屬自己的療癒插畫高銀晶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5200 串流龐克: YouTube商務總監揭密100個超級YouTuber經營社群粉絲的爆紅策略羅伯.金索(Robert Kyncl), 曼尼.佩文(Manny Peyvan)著; 陳毓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217 爆睡術: 失眠、淺眠、越睡越累,各種問題完全治癒實例劉高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224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5231 怪談病院PANIC! 小丑魚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5248 招搖 九鷲非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5255 瓦特希普高原 理察.亞當斯(Richard Adams)著; 徐興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5286 鋼鐵意志: 10個讓你立刻行動的超精銳海豹部隊人生改造法則威廉.麥克雷文(William H. McRaven)著; 陳思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293 正說司馬家: 虎嘯軍師司馬懿 張朝炬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寶國際

送存冊數共計：2

南懷瑾文化



9789863615309 讓錢為你工作的自動理財法: 簡單三步驟，啟發全球150萬人的自動千萬富翁系統大衛.巴哈(David Bach)著; 黃仲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16 見識: 吳軍博士的矽谷來信,教你掌握商業與人生的本質吳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23 生活越簡單，心靈越自由 小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30 加密貨幣交易全攻略: 超易懂買賣流程,比特幣等30種貨幣分析,看完立刻下單!李云熙等著; 金學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47 微波瘦身常備菜: 省時、省力、絕不失敗!只須按一下微波爐柳澤英子著; 鍾雅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54 脫貧，比脫單更重要 老楊的貓頭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61 蝠星東來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61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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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冊 1

9789863615385 正說司馬家. 卷二, 智勇兼備司馬昭張朝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422 探問禁止!主唱大人祕密兼差中 尉遲小律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5446 魔王與他愉快的上司們 雷雷夥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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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6812 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 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829 論友誼 亞歷山大.內哈瑪斯(Alexander Nehamas)著; 林紋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836 李斯特醫生的生死舞台: 從恐怖醫學院到無菌外科手術新紀元,消毒之父約瑟夫.李斯特的信念與革命琳賽.菲茨哈里斯(Lindsey Fitzharris)著; 蘇文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551 營建法學研究 林明鏘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352586 國土計畫法學研究 林明鏘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81 通常,星期日您都做些什麼? 荷龍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55563 通常,星期日您都做些什麼? 荷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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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3941 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 海法 張智聖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25 困知勉行: 徐明義畫集. 八 [徐明義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林明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明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志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荷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智聖



9789574354955 緊縛少女. II Maya Mai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54999 Cezanne and bergson : the bergsonian interpretation of Cezanne's late workChao-liang Calvin Y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446 餐飲微型創業實務技能培訓計畫 曾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453 餐飲微型創業暨技能證照培訓計畫曾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460 觀光服務產業儲備人才培訓計畫 曾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477 另類社區探索: 觀光行政法規的「教」與「法」曾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644 職涯發展與快樂人生課程培訓計畫曾惠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654 浮光繪影: 范如菀個人作品集. 2017范如菀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57 楊與齡大法官回憶錄: 六十年司法改革真相楊與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35 語文遊戲閩南語教學魔法書 張素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242 林麗華 書.印作品集 林麗華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129 丙申紀年隨筆: 陳宏勉篆刻手札 陳宏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尤昭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惠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宏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正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素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麗華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范如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楊與齡



9789574354818 龜毛機構設計: 講究與將就 陳正倫作 3版 平裝 1

9789574355921 龜毛機構設計: 講究與將就(迷你推廣版)陳正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5138 林淑女作品選. 2008-2015 林淑女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35 當我們同在一起 陸葆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13 臺灣公路巴士系列. 第一冊, 國光號(1978-2016)錢大群, 劉金泉編著 精裝 1

9789574354313 臺灣公路巴士系列. 第一冊, 國光號(1978-2016)錢大群, 劉金泉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93 MME的愛與貢獻. 2018年: 兩岸膚紋學論文研究大會-廈門會議 平裝 1

9789574354993 MME的愛與貢獻. 2018年: 兩岸膚紋學論文研究大會-廈門會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52 京都賞楓攝影集. No.4 郭英雄, 郭王寶梅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050 曾孝德油畫集: 人物風采. 2017 曾孝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114 自然山水觀陳慶坤2017彩墨展 陳慶坤繪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842 保險醫學概論 呂廣盛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英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孝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錢大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翠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淑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陸葆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慶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廣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481 紙藝薪傳: 新式摺紙娃娃創藝專輯. 二. 第七輯蔡雪塀, 曾玲媚, 詹雪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33208 紙藝傳情: 新式摺紙娃娃創藝專輯. 第三輯蔡雪塀, 蔡{225C2F}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146222 棉紙撕畫在臺灣: 蔡雪塀棉紙撕畫推廣15週年紀念蔡雪塀棉紙撕畫創作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421 覺囊派傳規三面二十六臂準提修持法劉哲安, 魏昌和譯.校對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438 覺囊多羅納他《修法寶源》所出之如意寶觀音五尊修持法劉哲安, 魏昌和譯.校對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445 覺囊傳規金剛薩埵觀念修 魏昌和譯.校對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0452 覺囊課誦之前行次第 魏昌和譯.校對 初版 其他 2

9789574350469 覺囊多羅納他《修法寶源》所出之《如意輪觀音修持法》劉哲安, 魏昌和譯.校對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58 遠思顧慮論體育文史哲選集 宋孟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38 清湛幽然七五書畫作品集 蔣孟如等執行編輯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422 學佛.學活: 佛學故事選集 張有恆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4276 幸福人生六十守則: 現代<> 張有恆編著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0301 萬里海疆: 中國海軍崛起 戚嘉林作 平裝 1

9789574345915 中國軍隊崛起新征程 戚嘉林作 平裝 1

9789574349326 台灣史 戚嘉林作 增訂四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14 阿彌陀經真義 覺雲居士著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宋孟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先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雪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陳雅惠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有恆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戚嘉林



9789574354658 善待自己: 不墮惡道之要(精華本)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667 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三屆莊永山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755 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 林泰州系列短片與影像創作報告林泰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5762 從美術館到街頭: 從錄影藝術到環境抗爭紀錄片: 林泰州電影短片創作報告林泰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70876 五臺山朝聖輯要 三力法師編著 增訂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16 陳陽熙的心象藝術世界 鄭朱娟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549 陳履安詩集錦 陳履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20 麥瑞克斯心動數學學習手冊. 基礎篇(簡體字版)姜靜妙編著 再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356133 麥瑞克斯心動數學教學手冊 姜靜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19 客語常用詞彙易錯字詞標音暨釋義精緻表冊陳元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75 書藝無界: 梁永斐書藝創作集 梁永斐著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泰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釋三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莊永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梁永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姜靜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菊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陽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履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20 中國二戰老兵向日本軍國人民提出善意的警告葛建業作 初版 平裝 3

9789574352920 中國二戰老兵向日本軍國人民提出善意的警告葛建業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841 舊情綿綿: 陳俊男思古情懷水彩創作陳俊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01 珍妮佛詳說12星座能量的體用 珍妮佛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527 領隊證照考試重點總複習. 三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1534 導遊證照考試重點總複習. 三 王高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4306 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對大學生學習成效之貢獻王高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36 Clinical pearls of orthodontics: from good to greatChris Chang, Angle Lee, W. Eugene Roberts[作]1st ed. 其他 1

9789574353965 Ortodoncia. 3 John Lin等著; David Jimenez Q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2779 旅加文集 許業武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886 文化經濟與日本內容產業: 日本動畫、漫畫與遊戲的煉金術李世暉著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4314 西方經濟學一本通: 個體經濟學. 第一冊譚經緯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冊數共計：2

葛建業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紅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世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高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Chris Chang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陳俊男(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珍妮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譚經緯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84 天工開悟: 老子留言 謝祖銳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2688 柏川與我: 孺慕與景仰:《柏川與我》再生緣朱婉華著; 郭為美補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651 原罪 樓雨晴作 平裝 1

9789574353668 獨愛 樓雨晴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08 NEW HOPE提琴教材: 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大提琴. 第二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54115 NEW HOPE提琴教材: 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中提琴. 第二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9789574354122 NEW HOPE提琴教材: 弦樂團體班專用教材 小提琴. 第二冊陳永展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958 兩岸經貿合作與新南向政策: 臺灣的策略與佈局郭國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79 Anatomy of radiation and propagationCres Huang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858 四月望雨府城情: 從音樂到美術蔡碧桃油畫展專輯蔡碧桃創作.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12 詩情畫意: 葡萄布丁文集. 4 戴若梅著 其他 1

9789574353866 FACEBOOK卡片之戀 戴若梅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54498 關渡食農學堂. 春耕篇 戴若梅作 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永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郭國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為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樓雨晴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祖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戴若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慶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碧桃



9789574354580 台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 2018 戴若梅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25 小飛俠夢電影劇本 陳紀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602 普賢王如來之精要教授 陳健民作; 蔡鴻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1619 龍王水供.煙供.濟龍經(長短軌) 蓮花生大士, 釋迦牟尼佛作; 蔡鴻麟藏漢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1626 消除一切障碍成就上師心之勝妙寶瓶財神成就法蓮花生大士作; 蔡鴻麟藏漢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26013 慈蓮: 平凡中的不凡女人 蕭洪澄江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66 徐賓遠墨竹 [徐賓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05 人生惆悵知多少: 木之章 澄澈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87 恐懼先生 潘柏霖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34 賣鬼記(注音版) 劉慧梅著; 陳韻至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54 功夫寫手 俞小明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鴻麟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蕭洪澄江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陳紀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小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柏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慧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賓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國忠(臺中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637 動漫哈哈鏡. 2018 余曜成著 平裝 1

9789574355587 動漫哈哈鏡. 2018-2 余曜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65 島嶼曙光 楊忠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612 解讀東正教聖像畫的身體形象 郭昕宜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39 幻羽蝶變簡惠美水墨創作集 簡惠美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610 美髮實用英語 徐竹芹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268 校長故事: 中小學校長道德發展及其品德校園營造之探究李琪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54 普通物理 孫瑞陽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55761 普通物理 孫瑞陽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317 Becoming a xiangqi assassin. volume 2Jim Png Hau Che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余曜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琪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瑞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惠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徐竹芹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楊忠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昕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志岳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92 周易大義: 生命哲理與管理智慧 魏元珪作 修訂再版平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415 練字趣: 硬筆書法楷書篇. 三 李盛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75 特殊行業稅務與會計實務(二) 張正仁編著 平裝 1

9789574354375 特殊行業稅務與會計實務(二) 張正仁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36 40分鐘學會畫畫 張舜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42 聚落人文話金山 李鴻謀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26 蓮師在不丹: 伏藏傳奇-不丹覽勝(不丹中英合訂本)葛多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785 從低碳建築到零碳住宅LowtoNo: 以金門獨棟民宅為例劉華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22 超自然先知性藝術 林苡汶作 平裝 1

9789574348022 超自然先知性藝術 林苡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45 施國華行草對聯集 施國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舜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鴻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李盛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正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苡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施國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光淨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華嶽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52 暢遊: 旅行日記 林豐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28 物聯網暨雲端監控技術的創新研發與應用曾清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49 雙磷酸鹽與骨質疏鬆症 楊榮森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355037 骨科門診常見疾病 楊榮森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11 問情相思 四方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17 如是.如是: 施惠吟陶藝創作 施惠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953 你所不知道的美國 周文偉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677 離人日記 陳芝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423 化學丙級學科題庫解析. II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430 明星高中幾何題目彙編. II 姚俊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560 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應試手冊 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577 消防法規概要應試手冊 林怡劭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宇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清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芝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u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惠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文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素蓉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四方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44 西門時刻 莊媖智攝影.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582 神主義: 民主與共產之後完全人與世界聯邦張全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629 新洗錢防制法: 法令遵循實務分析王文杰等合著; 楊雲驊, 王文杰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834 學吉他 廖昭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99 莉生活有詩 陳美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777 原創天使卡指導書 凱西.泰勒(Kathy Tyler), 喬伊.卓克(Joy Drake)合著; 施如君, 許恆慈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060 他山之石 在日本行醫49年: 一位臺灣醫師所看見的日本陳見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8060 他山之石 在日本行醫49年: 一位臺灣醫師所看見的日本陳見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18 浩瀚宇宙全面統一: 傳奇故事 朱輝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莉(臺南市官田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如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雲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昭挺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莊媖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侯美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涂耀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鄭秀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輝亮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8961 中年流域詩文集 涂耀昌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142 阿拉伯語應用文 林建財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989 英文文法原來如此 蘇秦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456 墨途養韻: 潘建銘書法輯 潘建銘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579 通往天堂的來回票 羅淑玲口述; 陳乃康, 朱冠榮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726 觀音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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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9814 轉: 獨自到西藏,是為了信仰?還是心?洪琮幃著 平裝 1

9789574349814 轉: 獨自到西藏,是為了信仰?還是心?洪琮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944 Free-Han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uo-An, Lai MD. 其他 1

9789574349975 徒手微創全膝關節重建手術 賴國安教授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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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智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建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建財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周昌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琮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國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冠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孟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32 教育機器人系列. 1, 樂高NXT機器人柴昌維, 陳家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001 我與寬尾鳳蝶共舞的歲月: 廖有麟回憶錄廖有麟口述; 簡秀珍, 簡士傑, 杰朗森創意有限公司文字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209 Mandalas~Between Fantasy and Reality陳逸軒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384 陳懷谷畫集. (三) 陳懷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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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0414 建構角色: 徐華謙表演創作報告 徐華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913 零攝影 林官賢作.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35 成廣澳的黎明 紀州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780 品墨流觴: 朱錦娥個人書法展 朱錦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柴昌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鐸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州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懷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華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炎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陳逸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錦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桑慧敏



9789574350810 一生受用的統計學大數據分析之鑰桑慧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15 移動泡泡 楊偉澤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20 阿爾法圍棋狂想曲: 趣話AlphaGo自戰棋譜50局胡嘯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282 望鄉 黃福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497 自航時の船体抵抗增加と後半部船型の改良に関する研究林允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18 阿兵哥3x1: 田裕華/杭大鵬/張良一的軍旅映象田裕華, 杭大鵬, 張良一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787 Opus number zoo and ricorrenze: the analysis of two woodwind quintets by Luciano Berioauthor Sheng-Hang Hsieh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855 閩北石造建築: 馬祖攝影采風 何宏文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886 梅爾汀之喃喃自語 邱俊達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福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允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偉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罡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柯虹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宏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俊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良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昇航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23 柯虹宇個人創作詩集 柯虹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930 傾聽 俞靜如圖.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142 學思集 蔡進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03 我是主人最愛的大白鵝 鄭庭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89 忘山 謝牧岐個展 謝牧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33 自然的啞劇 劉子平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40 圓緣.築夢: 畫中續緣.話中敘袁-袁淑芬紀念畫冊徐禮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57 鋰離子電池電氣特性分析與量測 蘇一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371 當 遇見愛: 呂淑珍陶犬發表 呂淑珍作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俞靜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文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一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牧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子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進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淑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487 滄洲客詩詞對聯集 楊子儀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791 粉彩世界: 何文高畫、詩與書法 何文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784 皴之變法: 鄭吉村油畫創作 鄭吉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095 佛神造像: 涎藝四十週年<>專輯 柯錦中創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49 進入瑜伽 吳秋芳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94 我的人生手稿: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銀簪子」蕭老爹的故事蕭政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24 兩個長髮樣女生的故事 林艾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286 我的新娘就是妳 郭鵬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3903 逝去的夢 郭鵬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09 布偶的奇想世界 彭媄姝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貴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秋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文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吉村

楊英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聖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彭媄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蕭政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艾比



9789574353309 布偶的奇想世界 彭媄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30 寒梅飄香: 丁占鰲梅花. 第二集 丁占鰲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323 東亞哲學與心理學: 邁向修養心理學黃光國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38 Funny pass party遊戲書(適幼版) 劉淑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620 瘋人自白 黃詩穎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05 梵音奧義 濟華阿闍黎述; 邱泰華撰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4353873 梵字要義 濟華阿闍黎述; 邱泰華撰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29 人境三千.世代-水墨人物創作研究: 陳炳宏作品創作理念. 2014-2017陳炳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43 Heroku雲端運算平台: Yii架構網站應用系統完全開發手冊張東淼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50 貢敏戲劇.文集, 舞台劇類. 第一集 貢敏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丁占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夏允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東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貢高雪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泰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炳宏(新北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淑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詩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781 屬靈的種子 廖玉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804 雲上的日子 葉俊成攝影.文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897 越來越靠近 黃千芮文字.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996 金融倫理與法制課程之教學實踐與研究沈明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030 過江 周越攝影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46 往天堂的路上: 一位罹癌者在開刀房,親眼所見不可思議的世界丁景三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53 許逖文集 許逖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39 泰雅文化大全 初稿 黑帶.巴彥(曾作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45 張達宇畫集 張達宇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心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千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明鑑

廖玉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俊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文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帶.巴彥(曾作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38 暴躁的指揮家與勇敢的長笛手 連純慧著; 彭蘭婷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21 他鄉即故鄉: 人生的故事 黃宗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90 阿嬤的大水缸 Eyko Angay(張月瑛)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4290 阿嬤的大水缸 Eyko Angay(張月瑛)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429 曾國藩幕賓探究. 上(簡體字版) 凌林煌著 增修初版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44 繪事後素: 吳宇棠素描展 吳宇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82 無言 劉思慧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436 九分之一的我: DID分裂與重生的靈魂解藥謝雨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405 教會年曆和歲時節期 洪溫柔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宗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yko Angay(張月瑛)

送存冊數共計：1

連純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溫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醇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思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雨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凌林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宇棠



9789574354504 于彭的無涯山水: 最後一筆才是開始何醇麗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689 關德懋先生訪問記錄 沈雲龍, 張朋園訪問; 林能士紀錄 平裝 1

9789574354696 匏翁集: 關德懋文書集 關德懋著 平裝 1

9789574354702 匏翁集: 關德懋書畫集 關德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795 單氯聯苯對蛋雞血漿中雌性荷爾蒙代謝之影響薛光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788 台語文辭彙典: 望文知義台語文注音系統何典恭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70 穿梭巷口: 建築模型手繪DIY 高斌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24 孔維鐸主教 一個牧人,兩個羊群 奧古斯都.路加(Augusto Luca)著; 劉麗君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31 墨人菊隱問道無倦: 東籬先生周志平書道作品集周志平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48 百衲被: 廣西壯族拼布藝術 鄒正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06 黃冬悅女士詩書畫展專集 黃冬悅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敬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志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典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斌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關傳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薛光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鄒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冬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75 澹寧墨畊: 劉鳴岐書法專輯 [劉鳴岐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82 崇德老人紀念冊 丁費宗清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99 Ada 2017動物狂想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68 生死關頭防身術 陳旭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051 教學實務報告書: 以學生為中心的資訊實務專題教學設計黃鎮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29 擁抱正向人生 德謝熱中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50 D208裡的那個人: 輪椅校長的生命故事吳昌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66 魏素淦象鼻王財神西遊記 魏素淦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73 王瀞白財神西遊記 王瀞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尤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旭昇

送存冊數共計：1

劉鳴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費宗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昌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魏素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鎮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紀有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41 畫中有話 劉筱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40 司法通譯: 譯者的養成與訓練 陳允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95 地方政府財政長期結構性調整之因應對策與產業發展策略洪仁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5969 政府投資專案評估: 以三個投資屬性相異個案為例洪仁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532 窯匠手中的泥 常愛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31 當下的清涼心: 大樂光明的心靈境界盧勝彥作; 丁肇春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48 CRAM 230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your brainauthor Robert Pratt, David Leu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79 台語的方音與文白 陳榮興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93 朱坤培: 百碗創作展 朱坤培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劉筱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Robert Pratt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榮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愛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肇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允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仁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坤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偉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22 愛情診療室: 三隻熊粉絲們的愛情物語Mr.D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53 兒童戲劇教育: 童謠及故事的創意表現林玫君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60 天澤芬芳錄 李義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10 德國生活情報站by Elsa: 一本給即將到德國長居的入門教戰手冊周盈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447 神的啟示: 解經書(簡單易懂) 黃比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454 心靈新境界: 寄語心靈饗宴 蔡銘賢作 平裝 1

9789574356461 旅遊寫書不寂寞 蔡銘賢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492 河洛理數.參評秘訣訂正 沈一震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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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6591 從丹道讀陶淵明李白與阿彌陀經: 前秦到唐 道書六種許茂堤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1471 卿雲光華: 列朝帝王詩漫談 陳煒舜著 平裝 1

9789863071488 智慧雨. 2017 智慧行動傳播科技公司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盈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比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玫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義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茂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唐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銘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沈一震



9789863071495 猛虎行: 黃粱歌詩 黃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71501 臺灣俳句集 邱各容著 平裝 1

9789863071518 論自由 約翰.史都華.密爾(John Stuart Mill)著; 程崇華譯平裝 1

9789863071532 慢慢短詩集 許水富作 平裝 1

9789863071549 妙想氈開: 展開台北與香港都市再生的社區共利計畫田恆德(Hendrik Tieben)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1666 咦?不是你去刷馬桶嗎: 結婚前早該知道的12件事蓋瑞.巧門作; 劉如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673 哇賽!心理學: 48個超實用建議,讓你從此告別卡卡人生蔡宇哲主編 平裝 1

9789869211680 因為愛,所以有了黑眼圈: 生孩子前一定要知道的12件事蓋瑞.巧門, 香凝.沃登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138 高等教育的藍海策略 楊國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145 躲避盤: 安全好玩的新潮運動 李其隆, 陳冠宏, 朱峯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327 心轉,癌自癒: 主流與互補另類療法的整合醫學治癌奇蹟蔡松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334 幸福在轉角 施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1162 利簋銘文研究 黃人二, 徐新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32030 校正俱舍論光記 佐伯旭雅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318 登瀛墨韻. 2017: 登瀛書院<>學員作品集李錦瑞主編 初版 平裝 第1集 1

9789869367325 登瀛書院簡史: 登瀛書院碑記.考釋林翠鳳主編 平裝 1

9789869367325 登瀛書院簡史: 登瀛書院碑記.考釋林翠鳳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格子外面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真平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文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5377 越南語發音基礎 陳氏蘭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814 西進的帝國: 地理如何形塑美國的世界地位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 吳潤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76 聆聽馬拉喀什: 摩洛哥古都漫遊 伊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著; 庫特-彌謝爾.威斯特曼(Kurt-Micael Westermann)攝影; 林維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7883 榮耀之城.伊斯坦堡: 位處世界十字路口的偉大城市湯瑪士.麥登(Thomas F. Madden)著; 林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890 心靈之眼的旅程 萊斯蕾.布蘭琪(Lesley Blanch)著; 廖婉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022 黑櫻桃藍調 詹姆斯.李.柏克(James Lee Burke)著; 聞若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039 編劇的藝術 拉約什.埃格里(Lajos Egri)著; 黃政淵, 石武耕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046 扭轉近代文明的六種植物 酒井伸雄著; 游韻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053 辣椒的世界史 山本紀夫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060 街角那家唱片行 蕾秋.喬伊斯(Rachel Joyce)著; 劉曉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077 諾曼風雲: 從蠻族到王族的三百年拉爾斯.布朗沃思(Lars Brownworth)著; 黃芳田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084 設計力創新 羅伯托.維甘提(Roberto Verganti)著; 呂奕欣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091 毒特物種: 從致命武器到救命解藥,看有毒生物如何成為地球上最出色的生化魔術師克莉絲蒂.威爾科克斯(Christie Wilcox)著; 鄧子衿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07 一枚銅板也很幸福的雜貨店時光 李美京著; 徐孜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21 市場歲月: 新富町庶民生活的軌跡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21 市場歲月: 新富町庶民生活的軌跡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741 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一屆修平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9170758 采薪傳火: 修平52繼往開來 江美玲撰文.設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81493 科技英文 馮介川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073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Taiwan: Proceedings臺灣智慧農業機械國際研討會籌備處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325 光電與通訊工程應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7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47 環境影響評估 程淑芬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54 中文閱讀與表達 盧景商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578 電機驅動控制實務 羅永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92 機構學 范憶華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781608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8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780 論健康佈道: 服務真詮 懷愛倫著; 梅晉良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時兆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修平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高立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644 輕鬆歌唱 王志成作 再版 平裝 1

9789869288651 美麗的磨坊少女: 舒伯特連篇歌曲演唱技術探討王志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4020 圖解老犬完全照護指南 遠藤薰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044 開始CAT養貓 關由香作; 蔡沐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4051 巴哥哪有這麼萌 よし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408 甜甜圈店開張囉! 關根知未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1415 是誰呀? 崔貞善文; 李惠利繪; 蘇懿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1422 電梯 慶惠媛作繪;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1446 你好,保羅 Sen Woo作繪; 蘇懿禎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401 無法目擊的美麗 倪子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9030 慈悲三昧水懺(漢語拼音版)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2404 臺灣小吃終極圖解版 黃景龍, 李家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5811 穿山甲 郭彥麟文; 郭紋秀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紙印良品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剛好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成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振佑國際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庫克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紋秀設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庫伯力克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佛宗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716 真言宗常用作法集 邱裕玲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18754 降三世明王念誦次第 李佳原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400 法醫高大成刑案現場 高大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896717 寫作教練在你家 郝廣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7981 你好小(才沒有) 安娜康(Anna Kang)文; 韋恩特(Christopher Weyant)圖; 陳郁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998 餃子 郝廣才文; 多明尼可尼(Paolo Domeniconi)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001 羅密歐與茱麗葉 查爾斯蘭姆文; 瑪妮昂迪博圖; 蕭乾譯寫二版 精裝 1

9789861898018 誰說的對 王宇珊文; 卡思特提斯(Kestutis Kasparavicius)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025 ABC第一本手眼並用字典 札維耶.德諾文.圖; 陳郁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032 去飄流 沱沱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049 哪個多,哪個少? 王宇珊文; 克倫雅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056 是我的(才不是) 安娜康文; 韋恩特圖; 陳郁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070 大家晚安! 克里斯霍頓文(Chris Haughton)圖; 賴云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898087 選哪條路走？ 王宇珊文; 凱貝辛斯卡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094 今天的點心 渡邉千夏文.圖; 張玲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00 蝴蝶遇見公主 郝廣才文; 莫妮卡貝瑞可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17 快快長大 王宇珊文; 伊蕾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124 朋友一起 郝廣才文; 米列娜(Milena Jahier)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31 完美的一天 藍史密斯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48 小麥和超級英雄 羅西奧.伯尼拉文; 歐尼爾馬雷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55 邊城 沈從文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1898162 桌遊書 : 世界大冒險 圖畢永製作團隊文; 格薇圖; 賴羽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79 湯 郝廣才文; 潘麗萍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86 數字 : 第一本觸感學習數字書 札維耶.德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193 顏色 : 第一本觸感學習顏色書 札維耶.德諾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09 鼓起勇氣,我的孩子 : 一個媽媽的夢安絲莉.艾爾哈特, 凱瑟琳.克里斯塔爾迪文; 潔米金圖; 張政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16 胡桃鉗 霍夫曼(E. T. A.)作; 羅伯特.英潘繪; 楊武能譯寫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23 布魯諾有100個朋友 法蘭西絲卡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30 小金髮吃晚餐 郝廣才文, 塔塔羅帝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47 奧莉薇情報員 伊恩福克納文.圖; 陳郁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54 世界上最棒的聖誕樹！ 麗池克萊姆文.圖; 王欣榆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7943 那裡有狼！ 馬修莫德文.圖; 賴羽青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61 莉亞和大象 金世娜文.圖; 張政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78 爸媽消失 艾可菲文; 馬修莫德圖; 賴羽青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1898285 巧克力 阿斯卡利文; 瓦倫提尼圖; 賴羽青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格林文化



9789861898308 小熊聖誕大尋寶 格格里.督達斯(Gergely Dudas)文.圖; 王欣榆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7304 荷馬史詩: 奧德賽 荷馬(Homer)著; 呂健忠譯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35 活學活用.玩英文 莊坤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42 舞台書寫: 解讀喬埃.波默拉 瑪黑翁.布笛耶(Marion Boudier)著; 王世偉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59 嚼華吐英: 臺大文學翻譯獎得獎作品集(2011-2015)臺大外文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66 高階會議英文 顏慶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73 SHAKESPEARE CONFESSES: PENITENTIAL POLITICS AND POETICS IN SHAKESPEARE'S ENGLANDHUI-HUA WANG[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397 音樂學英文 梁一萍, 黃郁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57403 運動學英文 梁一萍, 黃玉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10 此刻沒有嬰兒誕生 陳克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27 所有動人的故事: 文學閱讀與批評陳義芝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34 藝術立國論 平田織佐著; 林于竝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41 新細說台灣原生植物 陳文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65 北美鐵路華工: 歷史、文學與視覺再現黃心雅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72 都市流動: 蒙特婁、多倫多與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劉紀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496 Passport英語學習詞典 Raphael Gefen英文主編; 蘇正隆中文主編三版 精裝 1

9789574457502 MLA handboo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作]八版 平裝 1

9789574457519 日夜咖啡屋 張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533 Mark Twain and the Fluctu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American EthnicityHsin-yun Ou[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4457557 探索藝術的精神: 班雅明、盧卡奇與楊牧石計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67280 伊人難為三部曲. 1, 被推入大坑了銀千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365 預約極品單身漢 黑田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372 冷君的甜蜜嬌妻 辰晞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389 狂野皇族二少 唐席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867396 拎著裙襬進禮堂 方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402 和你的世界談談. 2, 噩夢的源頭 桃桃一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419 和你的世界談談. 3, 惡寒的謎局 桃桃一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426 藥人 離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67433 冷案重啟. 6, 捉迷藏 樊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859 吉他入門一本就上手: 從零開始 不拘時編著 3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耕林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時空膠囊音樂社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書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218 慈悲的鹿王 邱佩綸圖文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1013 看漫畫學習Excel的32個規則 Vividpartners股份有限公司著; 邱顯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020 害怕犯錯怎麼辦?: 幫助孩子接受不完美Claire A. B. Freeland, Jacqueline B. Toner作; 陳信昭, 陳弘恩, 陳玠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037 跆拳道: 競技品勢 陳雙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1044 Q&A家庭法律一本通 蔡瑜軒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051 圖解實用民事法律 游敏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068 圖解財務報表分析 伍忠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105 你的病為什麼治不好? 呂理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112 這樣吃就對了: 提升生命能量的飲食養生術吳季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129 房地產疑難解答 陳銘福原著; 陳冠融修訂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11136 許燕斌手作烘焙 許燕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167 別再用錯你的腦: 日本超人氣部落客Chikirin的思考11法則Chikirin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174 寶寶來了 小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181 土地登記規則 張義權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11198 網店商品銷售王: 買氣紅不讓的行銷策略與視覺設計陳志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204 太害羞怎麼辦: 幫助孩子克服社交焦慮Chaire A. B. Freeland, Jacqueline B. Toner著; 陳信昭, 陳宏恩, 陳玠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228 19歲的生死遺言VS狂想者與0的對話十夜, 何冠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242 專門寫給腎臟病患者的食品成分速查典吉田美香著; 葉秀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11259 少女時代戀愛心測遊戲: 星星教授安格斯為你打造屬於你的粉紅泡泡安格斯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11273 眼睛瑜珈 薩娜特.莉齊(Xanath Lichy)著; 沈台訓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11280 4歲寶寶: 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最佳時機丹尼斯.唐總編輯; 毛寄瀛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13193 坐看雲起: 曉雲法師書畫集 曉雲法師作; 楊宗漢英文翻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313 新時代下的國際趨勢與兩岸關係 王高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337 奮戰江山: 國共第二次戰爭實錄 一場不為人知的悲壯戰役趙嘉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344 為地球而科學 魏國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395 心靈SPA: 釋放醫治 孫揚光, 吳淑玲合著 初版 平裝 1

般若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泉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恩泉更新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原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5682 讀力時代高苑科技大學閱讀書寫課程教與學成果集黃慶雄, 鍾美玲主編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408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1部 1

9789869613408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1部 1

9789869613415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2部 2

9789869613422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3部 2

9789869613439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4部 2

9789869613446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5部 2

9789869613453 光明行 樓蘭未著 [初版] 平裝 第6部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9163 唐綺陽星座運勢大解析. 2018 唐綺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14386 Graphic design works of Walis Labai: 吳鼎武 瓦歷斯.拉拜平面設計作品集吳鼎武(瓦歷斯.拉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56590 錢鴻鈞激情書 錢鴻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6606 家鄉即景詩 林央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56613 失去的城堡 陌上塵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909 國際海事組織典範課程1.29: 危機管理及人的行為培訓: 旅客安全、貨物安全及船體完整性培訓周明宏, 徐國裕, 方福樑編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204 豆屎粕發芽: 徐冬妹的傳奇故事 黃旐濤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某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2

訊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苑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晟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桑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草根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123 犯罪學導讀 張平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9723 零點漂移 生奶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1968 引擎集錦 周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1982 海浪發電機: 探究與實作講義 周鑑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3140 台灣共產黨秘史 黃師樵著 修訂初版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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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475938 楞嚴經宗通: 二十五圓通法門 果如法師著 平裝 第2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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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9319 開始參話頭: 果如法師主法精進禪七實錄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326 南泉斬貓: 南泉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09333 南泉斬貓: 南泉禪師語錄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09340 禪門修證指要闡釋 果如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1934 魔幻時刻: The Actor 何雁心編劇; HOM漫畫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9789866081972 從雲端開始愛. 第四集. 臺北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1996 瀨戶內海 此元和津也漫畫; MW翻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06301 特殊傳說(漫畫). 學院篇 護玄原著.腳本; 紅麟漫畫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06318 一場溫柔革命: 植劇場全記錄 好風光創意執行股份有限公司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325 從雲端開始愛. 第五集. 臺北篇 艾兒莎, 文信, 馬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332 瀨戶與內海 此元和津也作; 尼基譯 初版 平裝 第2集 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座放送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祖師禪林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原動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海峽學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21 台菲日國際觀光學術研討會. 第九屆: 永續觀光論文集陳奇銘等執行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704 Syrinx 蔡佳芬, 黃善聖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0711 泛音: 法式長笛美聲的秘密 Pierre-Yves ARTAUD作; 潘宗賢, 黃善聖譯再版 平裝 2

9789869610728 《大象與蒼蠅》童話協奏曲 卓彥秀, 黃善聖編輯; 李瑞晨編曲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30453 桌球技術動作指南 陳淑芬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600 能盛興工廠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6: 異托邦實驗場計畫蔡繡如, 邱柏廷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26051 社區照顧: 活躍老化 翁福元等作; 埔里基督教醫院長照中心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70873 膽小別看畫 中野京子著; 俞隽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2334 解密大師: 理查．漢彌爾頓論馬塞爾．杜象理查德.漢彌爾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457 沒想到...我會變得這麼弱? 朱國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47 裏日本的幸福 酒井順子作; 蘇文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54 京都甜點之旅 甲斐みのり監修;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822 成吉思汗的女兒們 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著; 黃中憲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860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史帝文.李維特(Steven Levitt), 史帝芬.杜伯納(Stephen Dubner)著; 李芳齡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2907 未曾聽聞海潮之聲 Moonsia(夢西亞)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2914 未曾聽聞海潮之聲 Moonsia(夢西亞)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72938 貧富差距的經濟學: 一個財富爆發但分配不均的世界李湛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990 韓國人,你「潮」什麼?: 台灣大叔臥底首爾,掀開連在地人都不知道的奇事、夯事、威事!王天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027 即將成為領導者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王茵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034 毛茸茸的 村上春樹著; 劉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3041 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 瑪莉.羅曲(Mary Roach)著; 林君文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埔里基督教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高教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能盛興國際藝術村



9789571373058 春藥: 從神話、宗教與社會,探討人類服用春藥的文化意涵穆勒-艾貝林(Claudia Müller-Ebeling), 瑞奇(Christian Rätsch)合著; 汪洋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3065 達文西密碼 丹.布朗(Dan Brown)作; 宋瑛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072 名為我的天體,名為他的宇宙: 關於我那些莫名其妙的愛情、閱讀及平凡日常角田光代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096 李偉文的退休進行式 李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02 練習不壓抑 蘇益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19 本壘板 丁又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26 精神病手記: 反覆自殘的三年自述林昭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33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貓永遠是對的!黃阿瑪, 志銘與狸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40 他們說的致富傳奇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游卉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57 過勞腦: 讓大腦一例一休、情緒排毒的8週正念計畫趙安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64 不讓情緒左右人生的用腦術: 日本精神科醫師教你60種練習,鍛鍊大腦額葉,停止抱怨焦躁,遠離憂傷煩悶和田秀樹作;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71 日本岩手,掌心上的奇蹟旅程: 發現36個美景裡的感人故事,一起學會生命的堅強王曉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88 中華的智慧 邱明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195 品格繪本小套書 瑪麗雅.羅瑞塔.吉拉多, 曼努娜.莫拿里, 艾貝塔.盧森作; 邱孟嫻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73201 反本能: 找回自控力 衛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18 麥凱銷售聖經: 從A到Z,輕鬆教你賣動全世界哈維.麥凱(Harvey Mackay)作; 吳國欽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3232 費曼語錄 理查.費曼(Richard P. Feynman), 米雪.費曼(Michelle Feynman)作; 鄧子衿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49 聰明的白鵝菲菲 艾貝塔.盧森(Ai Beita Lu Sen)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56 大醜怪在哪裡 瑪麗雅.羅瑞塔.吉拉多(Maria Loretta Giraldo)文; 邱孟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63 猜猜雲 曼努娜.莫拿里(Manuela Monari)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70 希波克拉底的憂鬱 中山七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87 我們不能是朋友 阿亞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294 薄荷油四季生活帖: 100個居家DIY點子,讓你日日都美好!重松浩子作; 楊鈺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00 把今天畫得美麗,明天畫得溫暖 Roah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24 我的鬼妻.們 梅洛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31 學會自戀,找回被愛的自己: 放下「不允許依賴」的觀念,讓自己和他人都快樂的心理學和田秀樹著; momiur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48 冰平線 櫻木紫乃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55 現金的詛咒 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著; 陳重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62 追尋這世界的祕密: 周國平哲思集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79 童年的傷,情緒都知道: 26個練習,擁抱內在陰鬱小孩,掙脫潛藏的家庭創傷陰影,找回信任與愛史蒂芬妮.史塔爾(Stefanie Stahl)著;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86 整頓妳的情緒房間: 梳理不安,清掃煩悶,告別每一天的情緒困境與幸福陷阱露西.丹齊格, 凱薩琳.柏恩杜夫作; 顧淑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93 貓劍客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571373409 失去之後 Claire Chi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16 大大貓和小小貓 石黑亞矢子繪.改作; 盧慧心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3423 覺醒: 看懂你的命運藍圖,找回真正的自己林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30 野貓阿健 村松友視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47 征服者與眾神: 成吉思汗如何為蒙古帝國開創盛世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著; 黃中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54 數學大歷史 蔡天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61 社會人，原來如此?！ 怕生搞笑藝人的人生進化哲學若林正恭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78 可以幸福,但你要有態度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周倩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85 平如美棠 饒平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492 鬍子喇叭 小木屋工坊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3508 老有所終: 長命百歲還是品質九九?莊錦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515 轉彎的人生更美麗 林正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522 踏上他走過的不可思議路程 白石一文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539 想想歷史 莎拉.瑪札(Sarah Maza)作; 陳建元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3546 物性飲食.非吃不可與少吃為妙的全食物養生法紫林齋主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3553 物性飲食.非吃不可與少吃為妙的全食物養生法紫林齋主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73560 流光緩緩,迷了路又何妨 尹啟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577 數位行銷大神開講: 谷歌、百度、小米、新浪微博、奧美等高階傳媒經理人親授,12堂價值百萬元的實戰祕笈大公開!吳孝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584 他們說的領導天使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邱喜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591 三天一生 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作; 繆詠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07 謝沅瑾最專業的財運居家風水. 謝沅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14 小數據騙局: 不再被數字玩弄,八個觀念教你戳破媒體的圖表謊言小林直樹著; 呂丹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21 北陸私藏.裏風景: 福井、石川、富山慢遊案內愛莉西亞aLiCi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38 漫遊伊莉莎白女皇的英格蘭 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趙睿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52 倖存的女孩: 我被俘虜、以及與伊斯蘭國的日子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著;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69 感官之旅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 莊安祺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3676 吉利狗與怪怪貓: 敖幼祥上癮的漫畫人生敖幼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83 一個人的京都晚餐 柏井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90 搖擺 西川美和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706 初次愛你 請多關照 咪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713 我和總統面對面: 黃寶慧與世界領袖的十次對話黃寶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720 最好的朋友: 麥克斯 馬可.馬汀(Marc Martin)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3737 搶救與殺戮: 軍醫的戰爭回憶錄 強.克斯鐵特爾(Jon Kerstetter)著; 黃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751 平凡的美德: 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著; 蔡耀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768 不生病的西藏養生書: 身心靈全面關照的預防醫學洛桑加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775 俠骨柔情: 匠人心安理得的美學與實踐心法王俠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3799 留在原地,還是繼續往前走?: 一位年輕建築師的覺醒之旅廣部剛司著; 林建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3805 改寫你的人生劇本 潔西卡.勞瑞(Jessica Lourey)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12 諾貝爾大師,請回答: 從科學到哲學,孩子與諾貝爾大師的22段啟蒙對話白蒂娜.史帝克(Bettina Stiekel)編; 吳信如, 彭菲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29 在婚姻裡孤獨 羽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36 他的成功絕非忽然: 擺脫失敗的25件刻意練習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吳郁芸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50 生命的智慧 邱明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67 起源 丹.布朗(Dan Brown)作; 李建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74 國運與天涯: 我與父親胡宗南、母親葉霞翟的生命紀事胡為真, 汪士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81 從後段班到珠寶達人的逆轉人生: 鑑定專家黎龍興淬鍊36年的珠寶成功經營學黎龍興著; 柯勝文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98 吃法決定活法,陳允斌的救急偏方 陳允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11 大唐李靖. 卷一: 龍遊在淵 齊克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28 每天1分鐘!世界一流人才都在學的「覺察力工作術」: Google、Apple、麥肯錫...等一流企業菁英沒告訴你的最強成功心法吉田昌生著; 陳柏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35 我的愛就是你們的家 邱錦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42 擁抱自己的力量: 圓形思考的人生整理術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作; 林青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59 衣櫥減法: 喚醒輕盈的自己 陳麗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97 她們的韓國夢: 打工度假的美好與幻滅FI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00 民國房地產戰爭 李開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17 何時要從眾?何時又該特立獨行?: 華頓商學院教你運用看不見的影響力,拿捏從眾的最佳時機,做最好的決定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24 經濟學A-Z速查指南:《經濟學人》教你當代最重要的700個經濟學關鍵字馬修.畢夏普(Matthew Bishop)著; 吳書榆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31 這一刻,我們緊緊相依: 地球人老爸與星星少年的成長日記蔡昭偉著; 李翠卿文字整理; 蔡傑日記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48 我需要抱抱 艾倫.布雷比(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4055 他們說的美夢成真 丹榮.皮昆(Damrong Pinkoon); 王茵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62 原來,這才是日本: 做決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愛上臺灣環島......野島剛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野島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79 印度: 南亞文化的霸權 湯瑪士.特洛曼(Thomas R. Trautmann)著; 林玉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86 猶太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丘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093 向癒 李宇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23 沖繩彭大家族自助錦囊. 新手篇 彭國豪, 郭聖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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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400 高雄市國立台灣大學校友會40周年紀念特刊黃大慶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8466 舞文弄墨: 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會員聯展作品精選集. 2017黃澤華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6738 彩.聚八人粉彩聯展創作集 王柏翔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6738 彩.聚八人粉彩聯展創作集 王柏翔等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804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文化創意湖內區特色油畫展. 107年: 綺麗風光聯展. 2018洪添謀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1324 櫓翁師生作品集 高雄市筆禪書法學會, 高雄市打鼓書法學會執行編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307 寶來綠色寶藏: 四季野花果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170307 寶來綠色寶藏: 四季野花果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修訂初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7

送存冊數共計：109

高市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台大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來人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筆禪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國際粉彩協會



9789869170314 寶來綠色寶藏: 老樹說故事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170314 寶來綠色寶藏: 老樹說故事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170321 寶來綠色寶藏: 野趣過生活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321 寶來綠色寶藏: 野趣過生活 曾昭雄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70338 寶來仙境 李懷錦, 郭雅倫, 劉公展文字編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70338 寶來仙境 李懷錦, 郭雅倫, 劉公展文字編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170345 野趣過生活操作教案 張秀琴等文字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170345 野趣過生活操作教案 張秀琴等文字編輯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315 高雄市攝影家協會會員聯展. 2017施寶駒, 吳昭憲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612 濡墨合一: 吳門畫派傳承 張小芹收徒 鄧君浩拜師 專輯林祺珖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901 族語數位化歷程: 建置原住民族語言數位化教學環境實務技術報告劉宇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602 Gau jie English language: listening & speaking顏思羽, 賴森林主編 其他 全套 1

9789869570619 Gau jie English language: reading & speaking許嘉華, 賴森林主編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863 一次就考到雅思閱讀6.5+ 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8870 一次就考到雅思單字6.5+ 倍斯特編輯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8887 全新制-新多益閱讀: 金色證書 韋爾, 莊琬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2164 文學的美麗與哀愁 王美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攝影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富傳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階美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倍斯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畫有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博多媒體設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2609 五線譜投資術: 自動抓出高低價 不盯盤年賺20%薛兆亨, Tivo168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312 楊桃將軍 黃文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319 我跟阿公上學去 鄭季蓉, 黃美瑜文; 戴怡平圖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979 QquaNet. 12: 吉祥靈獸: 烏龜的飼養方式PISCES編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400 顛覆式創新: 區塊鏈將如何改變世界潘運良, 曹靈波, 陳博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602 教與學．社大故事集-有您真好. 第二輯王心慧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203 今昔.陂塘: 桃園市陂塘環境教育解說訓練手冊王派鋒, 湯谷明撰稿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3122 桃園市攝影藝術獎. 2018第三屆 李後民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749 世界是耶穌的: 歌羅西書的想像與實踐華樂時(Brian J. Walsh), 齊思美(Sylvia C. Keesmaat)作; 申美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770 士師記查經材料: 缺陷英雄與無瑕基督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作; 藍慈理, 姚傳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787 永不失敗的神: 士師記解密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作; 藍慈理, 姚傳信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桃園市環教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秦鼎文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島鄉臺文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攝影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校園書房



9789861985817 沒有上帝,就沒有未來 斯托得(John Stott)作; 劉良淑, 黃元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824 大閱讀家 漢東尼(Tony Reinke)著; 申美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855 蒸汽人生: 傳道書教我的生命智慧吳仲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862 為關係立界線: 如何建立有愛又安全的人際關係亨利.克勞德(Henry Cloud), 約翰.湯森德(John Townsend)作; 李世堅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5879 記憶的治療者: 盧雲談服事與禱告盧雲(Henri J. M. Nouwen)作; 張詠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886 21世紀教會成長學: 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著; 何明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947 在教會中獨行: 神學與信仰的再思吳道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954 蔗民神學: 平凡門徒的信仰與實踐王礽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5961 禱告的奧祕 魯益師(C. S. Lewis)作; 黃元林, 龐自堅, 魯瑞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1985985 五經行: 妥拉中的生命智慧 李思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5700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十(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17 法輪大法: 洛杉磯市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24 法輪大法: 二零零五年舊金山法會講法(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48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八(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55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九(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79 法輪大法: 精進要旨. 三 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5786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 十一(越南文版)李洪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25675 風水運氣洩天機 于東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71110 東周中山王國器銘集成 黃嘗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559 通訊傳播法研究. 第三卷 馬長山等著; 劉孔中, 王紅霞, 高思博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814 家裡的森林小學 二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485821 家裡的森林小學 二版 其他 第7冊 1

9789869485838 家裡的森林小學 二版 其他 第8冊 1

9789869485845 家裡的森林小學 二版 其他 第9冊 1

9789869485852 面對兒童性騷擾,怎麼辦? 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作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十一世紀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本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益群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真微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人間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4655 佛陀紀念館: 大家的博物館 如常主編; 有律, 王玉梅英文翻譯 精裝 2

9789868344662 與佛同行: 發現佛陀的故鄉 如常主編; 佛陀紀念館國際組英文譯校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5485 邁向健康的教育: 2006年寇立思可研習會報告Michaela Glöckler, stefan Langhammer, Christof Wiechert原著編輯; 鄧麗君, 廖玉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8725492 戊戌年 東亞天文農曆. 2018 布萊恩.濟慈(Brian Keats)作 平裝 1

9789869554206 自然中的精靈世界 瑪悠芮.史伯克(Marjorie Spock)文; 陳脩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804 雲妙光明: 白雲老禪師百年紀念文集釋智藏, 釋智旭編輯指導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2936 我們的文學夢. 6 呂毓卿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022 認識學科能力測驗. 11: 國文(含國文寫作能力測驗)、英文吳錱俞,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0039 認識指定科目考試. 5: 國文、英文吳錱俞, 江志儀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200 高雄市楠梓國小: 校園植物解說手冊謝春萬, 林美月撰文.攝影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1736 幸福食光: 新住民姊妹的酸甜人生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008 司鐸聖召的禮物: 司鐸培育基本方案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008 司鐸聖召的禮物: 司鐸培育基本方案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015 童貞瑪利亞玫瑰經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善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8195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之規劃設計 李健全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269 傳統產業與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接軌之雙贏策略林茂文, 余騰耀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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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5731 推動綠色金融以促進綠能產業發展吳中書等作 平裝 1

9789869605748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困難與挑戰: 個案檢討與省思陳希舜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129 幸福啟示錄(簡體字版) 釋慧律編撰 平裝 1

9789869516136 慧律法師開示錄 釋慧律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49463 獎卿詩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五屆 曾人口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8689 鶯歌仙境碧龍宮 林明德, 李乾朗, 李建德撰述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614 兒盟瞭望. 10, 友善兒少司法 黃韻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420 無形資產評價初級能力鑑定寶典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132 帝範: 高階領導的修煉與傳承 孔祥科, 吳秋育編述 初版 平裝 2

9789868805149 我也說<>聖言人人傳: 南懷瑾大師<>之領悟陳定國作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殊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4

中正農科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會計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企業研究院學術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俗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兒童福利聯盟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8642 扶輪功夫秘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5601 中華花藝入門. 十二, 六合與十全 中華花藝研究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103 我的菲菲日記: 大小菲菲的故事 林德福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25267 中華飲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chief editor C.Y Lee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8848 我國外勞法制面面觀: 2018年專書鄧學良, 鍾憶慈, 邱子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28855 勞資事務師檢定考試 鄧學良, 黃坤祥, 荊建文作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007 臺灣茶器聯展. 2018 廖小輝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21197 支持強度量表: 使用者手冊(成人版)James R. Thompson等作; 張淑娟, 葉安華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9021197 支持強度量表: 使用者手冊(成人版)James R. Thompson等作; 張淑娟, 葉安華譯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92789 鄉居蕉雨春風 柯介宜總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花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路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永都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勞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方圓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陽湖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205 犯罪被害保護政策論文集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2746 征臺始末 楊承淑, 黃雪琴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406 正覺學報. 第五期 張志成, 張火慶, 蔡志成, 江正崇作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51886 大象跳舞: 從設計思考到創意官僚劉舜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908 故宮文物日曆 劉永逸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9263 効勞精神: 志工的故事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469 Indroducing Venerable Yinshun to the westauthor Bhiksu Changtzu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5999 朱銘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雙年展. 2016: 踏出去,就靠近一點林庭安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8954 回憶. 2: 由小牢改作大牢 陳英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8961 回憶. 3: 開起白色恐怖平反之門 陳英泰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時代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天宮文教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覺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白鷺鷥基金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中分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印順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銘文教基金會



9789869538978 回憶. 4: 到達不了的平反之路 陳英泰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8985 回憶 陳英泰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653107 海洋台灣歷史論集 戴寶村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575 豁然之境: 何崇輝捐贈作品專輯 釋如常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4692 棒喝天下: 臨濟語錄 果如法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73988 關鍵字: 傳統與實驗書藝雙年展. 2017第十屆吳國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243 頑銅點頭: 吳宗霖的藝術生命 陳敬介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67 小星星的願望: 周大觀的故事 宋芳綺著; 林鴻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74 還父親一個驕傲 刁豔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81 神劇 默涵穆克塔(Mohamukt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5298 帶著陶笛去旅行: 林啟通與唐寶寶們的冒險林啟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005 移植生命血癌救星陸道培傳奇 陸道培, 陸佩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012 生命之鑰: 追光勇士嚴榮宗傳奇 嚴榮宗口述; 如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580 民主觀察: 2016-2017回顧 邱俊榮, 羅承宗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3162 TALUMA’回家囉 水璉國小同學圖文創作 精裝 2

9789869313179 聲音地誌. VII, 北投 劉致宏作; 陳柏維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創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邱再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大觀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青平臺基金會



9789868937468 Xi Jinping stands at the crossroads: Wh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tell usauthor Li-wen Tu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5336 近情鄉土: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館藏畫作圖錄蘇振明撰文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0296 空中鳥跡 劉偉剛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606 員山吟望: 林燈文學獎作品集. 二0一七第一屆陳進傳等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639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7, 手工具篇許育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314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5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321 公民對話錄: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公民素養週公共論壇彙編. 第28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1317 破碎重生.愛中沐恩: 以福音、愛與捨己來陪伴破碎生命-沐恩之家25週年許少萍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605 保戶服務快速上手 保戶服務快速上手編撰委員會主編修訂三版平裝 1

9789869579629 保險經營概要 郝充仁, 廖述源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79636 保險學概要 呂慧芬等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79643 保險實務概要 呂廣盛等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79650 風險管理概要 汪芳國等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79667 保險行銷概要 范姜肱等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迺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鼓山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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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社大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屏縣基督教沐恩之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88462 台灣: 親海文化的主權國家 劉烱錫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1658 傳教士的情懷: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 耶穌會士在臺灣王秉鈞口述; 劉鳳琴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006 大道無語,善行天下: 悟善禪師10年台灣行腳李瑋等採訪, 撰稿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613 安寧因藝術活得更美好: 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十年(2006-2015)林保堯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8250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VIII, 現代學術與台灣歷史發展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178267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VIII, 現代學術與台灣歷史發展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8178274 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IX, 現代時事論壇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808 親子愛不礙: 大樹計畫公益講座. 2017陳育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9991 台灣電影年鑑. 2017年 陳斌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6081 原始點健康手冊 張釗漢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8916098 原始點健康手冊(簡體字版) 張釗漢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海洋臺灣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國家電影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現代學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耕莘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悟善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92197 探討以色列擬定的科技政策之支援系統體系李慧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210 我國與主要競爭國家專利趨勢觀測與優勢分析張書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227 智慧製造之2030年前瞻政策與技術發展趨勢研析葉芳瑜, 許旭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6192234 發那科專利與產品市場策略 林倞, 洪長春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32530 臨水之境/硺墨於心 連瑞芬水墨輯書法作品輯連瑞芬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885 愛聖經與愛靈魂的牧者 朴熙天著; 李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04892 救主耶穌民族的士師參孫: 從希望、到失敗、到最後勝利黃奇光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805 竭力追求主 吉姆.歌珥(James W. Goll)著; 吳幼蘭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56026 神為何容許天災發生?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岳欣美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6033 神國接棒人 約書亞.福斯特(Joshua Frost)著; 吳美真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56040 神的將領. IV: 奮興家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柯美玲譯一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556057 神給你的一帖良方 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柯美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6064 天生贏家就是你!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林玉梅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6071 破繭而出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張珮幸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556088 揭開方言的奧秘 李當樂(Donald Lee)著; 張珮幸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6095 教會. 上: 重新探索神的設計藍圖 葉光明著; 徐成德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6803 心的超自然轉化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吳葭, 薪人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36810 教會在職場 彼得.魏格納(C. Peter Wagner)著; 戴保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6827 神同在的榮耀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李明夏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36834 神的將領. IV: 奮興家 羅伯茲.李亞敦(Roberts Liardon)著; 柯美玲譯一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636841 心的超自然轉化(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吳葭, 薪人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6858 神同在的榮耀(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李明夏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6865 破繭而出(簡體字版)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張珮幸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6872 天生贏家就是你!(簡體字版)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林玉梅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75196 飛上天空的北極熊 莫嘉.德卡迪耶(Morgane de Cadier)文; 弗羅希安.皮傑(Florian Pigé)圖; 陳素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226 出酒的葡萄園: 走訪法國酒鄉之路,品味32種香醇祝福依品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233 美好婚姻的14個祝福 戴夫.厄里(Dave Earley)著; 劉如菁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宇宙光全人關懷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連清傳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中國主日



9789577275240 神聖的遺忘: 失去希望、尋回希望的藝術史陳韻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275257 好農夫 蘇東坡文; 莎拉圖; 陳素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275264 恩惠與慈愛: 內地會高惟義、祝美柏夫婦在華的戰火宣教路以斯帖.戴維森(Esther Davison)著; 李淑雯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45226 God: the father of my dreams: a search for a Father's loveauther Rod Syverson 平裝 1

9789865745233 以弗所書導讀: 認識保羅的教會論莊育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240 存真向善的樂活人生 趙麟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45257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導讀: 走向世界宣教的保羅莊育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950 全球物流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7林原慶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2967 全球餐飲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7范松青, 黃曉莉, 潘韋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057 植物研究社 陳素宜文; Sonia Ku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071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方素珍文; 郝洛玟圖 2版 精裝 1

9789577518125 微童話 子魚著; 南君圖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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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518156 番薯原來是外國人: 種ㄓㄨㄥˋ出來的37堂植物課葉綠舒著; 柯欽耀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163 小師父大徒弟: 尋找心的魔法 林世仁著; 團圓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9868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年報. 2017年吳台生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707 當能量從原子中被釋放 陳發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6774 禪餘 普力宏法師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8706781 但盡凡心. 十五 劉發泉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清潔生產與區域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基督福音證主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商業發展研究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817 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2017年鑑g0v揪松團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100 感謝有你 王玉梅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1613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池田大作作;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80502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創價學會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0533 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 文白並列本創價學會原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9580540 敦煌的光彩: 暢談美與人生(簡體字版)常書鴻, 池田大作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602303 墨塘天光: 戴武光水墨典藏展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602310 新.人間革命. 第25卷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2327 新.人間革命. 第26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2334 創造幸福與和平的智慧: 幸福指針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02341 前衛的先行者: 莊世和戰後作品精選展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602358 逐夢而居: 韓湘寧創作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602365 創價學會永遠五指針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2372 鑑古知今: 傅申 學藝路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602389 給未來的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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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95482 幸福樂齡: 高年級的人生課 葉雅馨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019 北境風華: 新北意象水彩大展 林全洲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638 愛,解構幸福祕碼: 仁愛.愛飛羊的希望白皮書楊麗玲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市天主教仁愛社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開放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凱侖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7661 視覺與大腦: 瞭解兒童腦性視障 阿曼達.霍.路克(Amanda Hall Lueck), 戈登.N.道頓(Gordon N. Dutton)編著;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低視能中心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53 兒童簡易教理 孫昊彬神父著; 李德蘭修女繪圖; 上智文化事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459 台灣數位遊戲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7吳柏羲, 曾家宏作 平裝 1

9789575817466 台灣數位音樂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7周樹林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5817480 台灣數位影視型態與消費趨勢分析. 2017吳柏羲, 胡自立, 曾家宏作 平裝 1

9789575817497 工業4.0發展趨勢與產業需求調查 魏傳虔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527 文創科技趨勢觀測. 2017 曾家宏, 吳柏羲, 邱鈺雅作 平裝 1

9789575817534 印度電子零件銷售通路調查報告 印度電子產業協會(ELCINA), Feedback Consulting,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0991 當孩子受傷了: 重生花園裡的園丁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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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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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65690 畜產用品與設備目錄手冊 廖震元, 金悅祖, 陳信良編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537 納稅人權利保護新發展、房地產稅制與社會公平暨2017臺灣最佳稅法判決熊偉等作; 葛克昌, 熊偉, 吳德豐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76 漸失的夢: 王勝 李足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電訊暨智慧運輸科技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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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資誠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毓繡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923 Common Ques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平裝 1

9789866443930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VIIIeditorial & production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1st ed. 平裝 1

9789866443947 禪.離我執: 放下執著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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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963903 觀音圓通章講章 紹三法師編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91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念佛圓通章: 白話淺釋陳義孝演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927 宗鏡錄標點本. 上冊(卷一-五十) (宋)永明延壽禪師輯造; 九七叟孫劍鋒居士整編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64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年報. 2017 鍾永豐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481 白立方之內: 陳逸堅個展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9481 白立方之內: 陳逸堅個展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59498 光.合作用: 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3209 臺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6 吳達坤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483216 台北國際藝術村年鑑. 2017 李曉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206 以禱告與禁食來塑造歷史: 改變國家前途最簡而有力的方法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劉如菁譯 平裝 2

9789869611213 得勝的呼召: 尋得你已蒙的恩召;完成你獨特的天國任務葉光明(Derek Prince)作; 劉如菁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2132 勇士與彩虹 宛女等畫作; 曾淑美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北市婦援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靈糧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181871 雪廬老人《佛學問答類編》研讀之啟發謝碧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6530 Peek-A-Boo!Says Who? by Bonhui Uy and Bernard Uy 1st ed. 平裝 1

9789868476547 藝起來學學: 尋找台灣文化色彩的感動故事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527 生活聖言: 金句與禱文 莊宏達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2215 中譯英習作示範: 活用詞彙與語法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5334 慈母心.赤子情: 念我百歲慈母 褚宗堯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4843 聯汐夢想: 汐止區公立各級學校師生聯展. 2018游冉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4850 傾聽,藝術家的心內話 游冉琪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7873 典範與標竿: 台灣企業永續獎. 2017申永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478 看見兒少(CHILDREN): 家扶基金會兒少福利服務年刊. VOL.6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083485 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 弱勢兒少生活趨勢調查報告. 2017年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送存冊數共計：1

慧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人文遠雄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褚林貴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045 新熟齡行銷 阪本節郎著; 許史金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045 新熟齡行銷 阪本節郎著; 許史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991236 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本. 2018年版蕭善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243 信託稅法與實例解析. 2018年版 封昌宏, 王志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250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8年版余適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274 抓住信用的價值與風險: 銀行信用貸款的價值衡量與迷思呂子立, 蔡尚斌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20448 神三步作工的紀實精選(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455 活在肉身顯現 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462 神三步作工的紀實精選 全能神教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479 講道供應文選(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23 話在肉身顯現 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47 末世基督的發表(選編) 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54 國度福音經典答題(選編)(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61 國度福音經典答題(選編) 全能神教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78 La Palabra manifestada en carne(Continuación)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85 Declaraciones de Cristo de los últimos días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92 Las ovejas de Dios oyen la voz de Dios(Fundamentos para el nuevo creyente)全能神教会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08 講道供應文選 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073 聽神聲音看見神顯現 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22 聽神聲音看見神顯現(簡體字版) 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39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俄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46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印度語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53 末世基督的發表. 选编(俄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60 末世基督的發表. 选编(菲律賓語版)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77 Continuation of the word appears in the flesh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84 Classic words of almighty God on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selections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91 話在肉身顯現. 續編(蒙古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07 話在肉身顯現(韓文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14 Classic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Selections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21 話在肉身顯現(菲律賓語版) 末世基督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38 Witnesses for Christ of the last days(the twenty truths of bearing witness to God)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45 國度福音經典答題(選編)(韓文版) 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52 A hundred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investigating the true way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69 God’s sheep hear the voice of God(new believer essentials)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776 Listen to the voice of God behold the appearance of God全能神教會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臺灣金融研訓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1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嘉市城隍廟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517 出巡行宮: 精雕畢現嘉義城隍使司神輿林仁政, 莊峻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6500 出巡行宮: 精雕畢現嘉義城隍使司神輿林仁政, 莊峻傑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477 那一年,寄不出去的教會公報: 追憶1987年台灣教會公報查扣事件與活路9期合訂本林培松編撰統籌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37484 基督徒不服從: 當代台灣基督徒的社會參與管中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7538 當你求 巴克萊(William Barclay)著; 張德謙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5637545 秋古秋古與卡拉魯拉魯 蔡愛蓮作; 賴佳安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826 美國、台灣、中國的關係: 國際法與政策觀點陳隆志著; 陳隆志, 陳盧千壽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934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 2018孫明德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63876 喫喝享受神的操練 李常受著 臺灣初版平裝 1

9789861663890 利未記概論 李常受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36976 台灣ISP年鑑. 2017年 黃勝雄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2120 粵港澳台盆景藝術博覽會. 第11屆徐松展, 陳建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734 溯行鹽水溪. II, 尋訪水中精靈 吳首賢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經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福音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谷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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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樹木種源保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47586 賽德克小書. IV: 踏尋彩虹橋,開啟部落寶藏林益謀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911 開顏含笑: 佛藝.佛意 郭麗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062 金剛經的哲學. 第一品-第七品 辛意雲主講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5140 常用品質中英文名詞對照表 王拔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8243 現在的我 全國育幼院小朋友文字.繪圖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9357 YES!出發尋夢去: 種子的力量 圓夢計畫種子聯手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439 網路科技概念 陳文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871 8週完勝GEPT初級單字 Jamie Wang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0461 人學 魯道夫.史丹勒(Rudolf Steiner)原著; 潘定凱編譯初版 平裝 2

9789578840478 十二感官. 應用篇 呂理瑒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趨勢基金會

曉明之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琉璃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蘭陽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醫策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5957 心性泉源: 理念探討與佛法解析 古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891783 鄉野傳奇 孫義村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1212 360°看見梵谷 鄭治桂、張素雯等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74 360°感覺雷諾瓦 鄭治桂, 林韻丰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02 360°發現高更 鄭治桂, 黃茜芳, 曾璐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19 360°夢見夏卡爾 鄭治桂, 黃茜芳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71 台灣木職人才懂的享木生活: 去住、去做、去學!跟家人住木民宿、替自己做木湯匙、幫房子做木家具。林黛羚, 詹雅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57 健康宅[全家大滿足版]: 觀念+設備+工法,小升級換大舒適,住好家越住越健康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70 房子在想什麼? 林淵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01 襲園.和美術館一起過生活: 把工作、吃飯、四季、職人與藝術,都裝進清水模建築裡李靜敏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40 時光封塵.哈瓦那 王文彥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95 芳療天后GINA用精油解決家的煩惱: 精油界的全能居家改造王,去不掉的病氣、吵不完的衝突、求助無門的人生問題,全部搞定!許怡蘭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87 360°愛上莫內 鄭治桂, 鄭麗卿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236 街頭藝術浪潮 許雯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212 人如建築當代建築的性格 簡照玲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229 主廚帶路,用美味環島!: 走進田間食堂!20場食旅+34道食譜,吃一頓剛摘採、初捕獲的鄉間好滋味Tita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243 Airbnb帶你住進全世界人的家! 詹育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250 極上.京都.御三家 黃宏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281 街拍,玩攝影的第一課: 值得一練的20個基本功,拍出你的風格與幽默大衛.吉布森(David Gibs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4298 住進光與影的家: 從清水模出發,擁有簡約自然的好感住宅HC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301 阿姆斯特丹.我的理想生活: 看、吃、住、用、穿、玩、享的創意好設計Cindy Liao, Frankie Liao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318 一輩子的家!這樣裝修最簡單: 簡裝修大翻新!不必打掉重練,一次基礎裝修居家隨你改造朱俞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325 世界頂尖建築師工作現場: 珍貴曝光、實地深度訪談大師工作陣營,從工作室空間洞悉一流事務所的工作之道江村英哲, 菅原由依子作; 桑田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332 臺灣百年好店: 永遠活跳跳的好味、好物、好店、好街與好感心蔣孟岑, 吳思瑩, 江明麗作; 何忠誠攝影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363 戀愛成就 張維中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370 最好玩的美術畫畫課: 全來自美術學校的訓練,這樣畫很搞笑、很基礎,畫到不想停瑪莉安.杜莎(Marion Deuchars)著;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387 精油鍊!你的情緒香氣護身符 許怡蘭Gina Hsu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394 餐桌的臉 張維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5609 剖開世界現代建築: 7大結構與代表建築,透視空間、人與環境的新建築之眼保羅.路易斯(Paul Lewis), 馬克.鶴卷(Marc Tsurumaki), 大衛.路易斯(David J. Lewis)著;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616 札哈.哈蒂作品全集1976-2016 札哈.哈蒂工作室著; 王彥鈞, 何震寰,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623 電影即剪接 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著一版 平裝 1

9789869555630 日本.三日秘境: 6種心境之旅x13個沿途絕無僅有的風景,一場愛的魔幻旅行!張維中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點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修緣道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墾資訊



9789869555661 餐桌的臉 張維中作 ㄧ版 其他 1

9789579072014 藝術天才的巔峰對決 姜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021 當代藝術,如何看: 藝術家觀點,帶你看懂作品大衛.薩勒(David Sall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052 好設計,讓你的家多2坪: 不浪費裝修術!賺空間、省設備、少建材、家具一件就搞定,還能無中生有多一房尤噠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72069 世界太boring,我們需要文藝復興 顧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72090 日本造園大師才懂,好房子景觀設計85法則荻野壽也著; 桑田德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400 人脈是可以被設計出來的. 送禮篇劉元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619417 趁著年輕必須賭一次 張禮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24 做業務的命都很賤 陶淵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31 當巴非特遇到彼得林區 康成福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19448 一口氣讀完大唐史 劉觀其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55 乞丐不會嫉妒百萬富翁,但他們會嫉妒比自己混得好的叫花子。黎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62 世上沒有辦不成的事,只有不會辦事的人劉元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79 阿彌陀佛,一定要你改變的小故事 哈佛居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86 聶隱娘 王國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19493 中國三大謎團 李茗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21264 二戰回憶錄 溫斯頓.邱吉爾著; 劉燦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271 一本書讀懂日本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288 很雜很雜的雜學 黃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295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 羅文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01 被誤解的世界歷史 羅文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18 希利爾講世界歷史 維吉爾希利爾著; 王奕偉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25 希利爾講世界地理 維吉爾希利爾 著; 王奕偉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32 希利爾講藝術史 維吉爾希利爾著; 王奕偉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49 1949,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100個原因羅松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56 戀愛心理學: 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佛洛伊德著; 李慧泉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63 你一定要知道的人性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徐珊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70 窮人與富人的距離0.05mm 張禮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87 30歲代表了什麼: 窮人與富人的距離0.05mm張禮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394 沉思錄 馬克.奧里略著; 雲中軒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00 湖濱散記 亨利.大衛.梭羅著; 文真明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17 讀懂蒙田 吳光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24 讀懂榮格 吳光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31 變形記 法蘭茲.卡夫卡著; 柳如菲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48 讀懂尼采 吳光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55 魔鬼教科書: 馬基維利<> 吳光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62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著; 陌上花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79 西點軍校給青年的16個忠告 楊樂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86 索羅斯教你買基金 戴永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493 一次讀完30本經濟學經典 宋學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6

送存冊數共計：36

海鴿



9789863921509 巴菲特教你買股票 戴永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16 宋詞的力量 曲向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23 唐詩的力量 董希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30 一次讀完15本成功發財學經典 宋學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47 人脈存摺 陳麗, 何耀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54 微歷史 鄧永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61 少年維特的煩惱 約翰.沃夫岡.馮.歌德著; 柳如菲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78 一次讀完26本心理學經典 宋學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85 看看人家溫州人 李潔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592 一次讀完28本管理學經典 宋學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08 心計 李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15 挺經: 人生,挺得住才精彩! 曾國藩原著; 盛琳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22 冰鑑: 比面相學更準確的識人術 曾國藩原著; 盛琳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39 中國第一詐書: 鬼谷子 東方羽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46 大學生一定要做的100件事 真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53 一本書讀懂中國歷史 孫喜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60 泰戈爾的詩 羅賓德拉納德.泰戈爾著; 徐翰林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77 度心術 (唐)李義府著; 甘泉編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84 紀伯倫的詩 卡里.紀伯倫著; 徐翰林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691 世界神祕檔案 雅瑟, 張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21707 上大學一定要知道的10件事 高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714 巴菲特給散戶的9個忠告 郭硯靈, 潘方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21721 人,本來就很容易崩潰的 王國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21738 阿德勒教育心理學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劉麗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921745 半澤直樹の倍返しだ: 半澤直樹想要告訴你的那些事王國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752 早鳥業務的200個超越 白墨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769 20幾歲的錢 沈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776 中國第一本經濟學: 貨殖列傳 白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783 天規 孫正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790 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著; 王倩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06 英國上流人士都在讀的: 伯爵家書:外交官爸爸寫給兒子的80封信切斯特菲爾著; 望海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13 巴菲特給青年的9個忠告 郭硯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20 比爾.蓋茲給青年的9個忠告 高紅敏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37 影響世界歷史的50場戰爭 張彩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44 AK47: 槍王之王 沈劍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51 阿德勒的勇氣哲學 葉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68 阿里課堂的35堂課: 馬雲與他的網路帝國王貴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75 這個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樣 張禮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82 我不是教你玩陰的 章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899 我就是要教你玩陰的 章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05 辟穀斷食 林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12 佛陀教你低頭看 哈佛居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29 我可以不教你玩陰的 章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36 中國富人有多富 張小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43 電商之父亞馬遜 趙凡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50 周星馳 橙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67 聯準會主席全傳. 1913-2017 斯凱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74 巴菲特預言 劉偉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81 安寧療護的100個小故事 許禮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1998 生死關懷的100個小故事 許禮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922018 給大忙人看的佛法書 陳榮賦, 尹培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25 一次讀完四書五經故事 清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32 一本書讀懂世界歷史 章世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49 一本書讀懂英國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56 一本書讀懂美國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63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70 張蔭麟的中國史綱 張蔭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87 一本書讀懂德國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094 一本書讀懂國學 曾愛仕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00 一本書讀懂韓國史 楊益, 鄭嘉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17 一本書讀懂法國史 楊益, 鄭嘉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24 消失的古國 張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31 一本書讀懂印度史 梁捍江, 韓夢澤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48 一本書讀懂匈奴 水木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55 這就是老子 秦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62 這就是孔子 秦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79 一口氣讀完大漢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86 一口氣讀完大宋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193 一口氣讀完大明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09 一口氣讀完大清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16 那年,那月,典藏的記憶: 世界名人情書大全雅瑟, 王藝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23 一次讀完二十五史故事 張承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30 一次讀完史記故事 劉曼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47 一本書讀懂中國傳統文化 劉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54 一本書讀懂中國文化知識 劉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61 一本書讀懂中國大智慧 劉元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78 20歲後,要懂點經濟學 米豆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85 做人就是要賊一點 陶淵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292 教科書沒教的晚清史 劉觀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3922308 摩根寫給兒子的三十二封信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著; 林望道譯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905 Lightbox懶人包 Lightbox工作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4

送存冊數共計：114

島嶼影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統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1899 新日檢1-3級文法過關秘笈 林真真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371905 大家來學旅遊泰語 張君松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2521 42強練習帳X200+酷藏文具 pooi chin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552 每年都賺錢，為什麼會倒閉？: 一顆巧克力的財務秘密林總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569 最美的國文課(唐詩): 融合電影、音樂、哲學的唐詩跨界全解讀夏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576 我是貓 夏目漱石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699 正念減壓自學全書: 臺灣首位美國麻大正念中心CFM認證導師、華人正念減壓中心創始人「胡君梅」不藏私解惑書胡君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05 從搖籃到搖籃: 綠色經濟的設計提案威廉.麥唐諾(William Mcdonough), 麥克.布朗嘉(Michael Braungart)著 ; 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 中美可持續發展中心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712 編輯小組Yuli的繪圖日誌 Yuli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29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夏商西周篇 肥志編.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43 20節火車找20隻青蛙: 好吃、好玩、好好逛的動物園遊會(20種動物中英對照繪本，全方位培養孩子的5大能力)張美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67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 1 常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74 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 2 常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81 虎嘯龍吟 常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804 散落星河的記憶. 第三部, 化蝶 桐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42811 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 教出堅強、獨立、寬容、節約好孩子趙麗榮著;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策畫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8398 阿彌陀經譯註 淨土宗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404 慧淨法師講演集. 三 慧淨法師講述;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404 慧淨法師講演集. 三 慧淨法師講述; 淨土宗編輯部編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8411 彌陀恩賜佛寶寶 淨開法師文字; 巫麗雪繪圖; 淨土宗翻譯小組翻譯初版 0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86 電子實習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13893 電子實習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32300 Mathematica程式設計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317 Scilab程式設計 葉倍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879 創意思考與方法 校園創意產品成果作品探索黃文勇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崑山科大光電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崑山科大創意媒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野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淨土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8515 空間微整型: 再現桶更寮 郭一勤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764 別為小人抓狂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6236 高中英單7000魔術記憶: 從字首字根記憶英文單字Edward Vince作 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6502 Target Reading. 3: 6 Keys to Comprehensionauthor Michelle Witte et al.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6519 汪星人與喵星人教你說日語: 日語會話句型111房賢嬉, 李南錦, 李志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526 祕密間諜 Joseph Conrad原著; Donatella Velluti改寫; 劉嘉珮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533 理性與感性 Jane Austen原著; Elspeth Rawstron改寫; 林育珊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540 新制多益閱讀考題完全戰略Basic Ki Taek Lee著; 彭尊聖, 陳依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6557 新制多益聽力考題完全戰略Basic Ki Taek Lee著; 彭尊聖, 沈家淩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618 綠野仙蹤(原著雙語彩圖本) 李曼.法蘭克.鮑姆(Lyman Frank Baum)作; 朱文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632 讚!日文初學20堂課: 從五十音進擊日文甘英熙等著; 關亭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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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320966 最新托福留學資料大全 Gary Wo Chamberlain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451 大道忠誠心 天音播客傳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02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21st centuey: essay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edited by Wen-ching Ho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33 GIS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2018 方耀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崑山科大創媒學院媒藝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野火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地理資訊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航太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崇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外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眾文圖書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557 導航控制與無人飛行載具系統技術開發與應用研究賴盈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3489 透視教學現場的魔法新創意 翟本瑞, 徐偉傑, 陳淑慧編著 精裝 1

9789865843489 透視教學現場的魔法新創意 翟本瑞, 徐偉傑, 陳淑慧編著 精裝 1

9789865843526 App零基礎好入門. 2 洪耀正, 翟本瑞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5074 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 陳柔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197 33天之後 夏儂.科克(Shannon Kirk)著; 李斯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33 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 陳冠中時代文評集陳冠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57 數學好有事: 為什麼磁磚不做正5邊形、A系列影印紙長寬比要√2、向日葵和海螺有什麼共同祕密......全面影響人類生活的數學符號與定理,以及背後的故事瑞秋.湯瑪斯(Rachel Thomas), 瑪莉安.弗萊伯格(Marianna Freiberger)作; 畢馨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64 31歲又怎樣 山本文緖著; 王蘊潔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371 國語推行員 蔡智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88 起酵的一年: 吃細菌比消毒更健康?發酵狂熱者的飲食態度養成實驗德瑞.戴林格(Derek Dellinger)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395 剛剛發生的事 林婉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401 東京人 川端康成作; 鄭民欽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418 山椒大夫 森鷗外作; 高詹燦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425 生命的測量 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著; 顏湘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432 錯置台北城 周文龍(Joseph R. Allen)著; 陳湘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456 法醫.屍體.解剖室: 犯罪搜查216問: 專業醫師解開神祕病態又稀奇古怪的醫學和鑑識問題道格拉斯.萊爾(Douglas P. Lyle)著; 蔡承志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470 學生. 3: 叫我最後一名 林明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487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余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066 把心放上去: 林本堅的「用心則樂」人生學林本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7073 與耶穌一起，談愛情: 神對戀愛、婚姻與性的美好心意傑弗森.貝斯齊(Jefferson Bethke)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109 南女風華一世紀 莫昭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902 一顆大種子: 賴再得教授生平 陽明長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成大化工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南女中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麥田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7260 科技社會人. 3: 跨領域新驛路 林文源, 林宗德, 楊谷洋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277 管理 毛治國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9477284 讀圖漫記: 漫畫文學的工具及臺灣軌跡周文鵬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291 萌的宣言: 圈內人看漫畫、動畫與遊戲的世界派翠克.加布雷斯(Patrick Galbraith)著; 江素慧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2004 考古偵探: 解讀歷史就像閱讀推理小說,帶你踏查文明起源,思辨炎黃子孫、大禹治水是否神話傳說?郭靜云等作; 郭靜云, 郭立新, 范梓浩主編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622011 交大校園散策: 老照片現場巡禮路線陳建安撰文整理;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企畫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541 賢能月訓班 先聖先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267558 增加2.5倍的正能量 王延平, 劉妃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667 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 許明德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6116681 禮學研究的諸面向. 續集 葉國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6116698 經略四方 縱橫全球: 清華外交學人小傳謝小芩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0397369 百年踅音: 田邊尚雄臺灣音樂踏查紀田邊尚雄等著; 李毓芳, 劉麟玉譯初版 其他 2

9789863502616 追尋社會國: 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許宗力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647 臺灣的想像地理: 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鄧津華著; 楊雅婷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708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1 林照真主編;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採訪撰稿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715 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 方豪的生平與治學李東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722 基改世代: 基因改造的發展、爭議與規範吳又茗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703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簡明法規彙編姜柏任編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607 IMO初級航海英語會話 王鳳敏作 初版 其他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交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臺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大開源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2

崇正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清大出版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4354 點亮語言世界: 鄭錦全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鍾榮富, 陳純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354 點亮語言世界: 鄭錦全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鍾榮富, 陳純音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422 職涯心未來: 創一個璀璨的人生 張少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24446 體育示範圖解 柯皓仁總編輯 二版 精裝 2

9789865624453 青少年健康素養: 理論、研究與學校實務賴香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24453 青少年健康素養: 理論、研究與學校實務賴香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01230 30年診療經驗醫師告訴您-痛風應該怎麼吃？張奉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261 AI+大數據用 Python玩轉金融遊戲的量化交易何海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278 區塊鏈與大數據: 打造智慧經濟 井底望天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308 我用LinkedIn找到高薪國外工作. 2018個人品牌升級版Hank Chin, Spencer Ch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315 瘋民宿: 實際入住心得，為您精選值得一訪的好感民宿谷聲圖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322 圓珠筆彩繪指南: 15幅手繪城市圖解麥小朵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339 不想失智,從喝水開始: 日本名醫預防老人失智的訣竅藤田紘一郎著; 王慧娥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5001346 懂數字,就會看財務報表: 靈活調整投資計畫,掌握獲利關鍵陳光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5001360 智慧系統概論 陳柏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384 從貧苦推銷員到華人首富: 李嘉誠的人生智慧李博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38 進擊的熱靴閃光燈: 小亮源也能激光無限創意焦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45 微型宅整形術: 梳理錯誤格局,調整生活動線,翻修一次搞定!暖暖的新家節目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52 發現肯亞: 用鏡頭捕捉大自然最狂野的生命力李濟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69 重點在於賣出去!24則超實用的黃金行銷策略楊響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90 設計的法.則: 100位大師的設計哲學精髓王紹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506 跟Adobe徹底研究After Effects CC Lisa Fridsma, Brie Gyncild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1513 一竿走天下. GoPro動閃攝影 王以斌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544 打造夢想中的新娘: 時尚新娘美妝/造型實用教學小雨MAKEUP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551 React頂尖開發 Richard Feldman, Frankie Bagnardi, Simon Hojberg著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575 程式設計實戰精華: 使用Visual Basic潘皇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582 3ds Max建模與動畫實戰解析 夢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599 自己吃的菜,自己種: 圖解蔬果栽培,讓你不失敗孫光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05 時素繪: 清爽零負擔,最清新的蔬食繪本吳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12 經濟學就這麼簡單: 視覺化思維+生活化案例,搞定複雜概念王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29 直播正夯,不可忽視的粉絲力量: 小眾顧客帶來龐大獲利黃鈺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36 極簡.本質: 回歸材料本質、實用兼具美感的設計法則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50 掌握COSPLAY關鍵密碼: 特殊妝容.髮型設計.整體造型.後製製作一本通恒星璀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67 iWork無限玩: Keynote、Pages、Numbers結合iCloud蔡學欣, 張嘉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674 動漫角色完全指南: 刑事偵緝人物一本搞定繪漫堂著 2版 平裝 1

9789865001681 Q版公仔紙玩藝DIY: 超絕應用3Dx Max & Pepakura Designer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698 你的人生正在崩潰?!學會如何面對壓力李世源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師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深石數位



9789865001643 跟Adobe徹底研究Photoshop CC 2018Andrew Faulkner, Conrad Chavez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704 動態網頁程式開發精粹: Java + JSP +SQL Server 2017余顯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11 C程式設計入門與演算法思維 陳德來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728 先端未來大躍進: 超新版計算機概論(商管適用). 2019吳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35 從美國稱霸到中國崛起: 現代政治經濟史與世界局勢占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42 品牌設計之色彩決定論: 看經典設計如何用色彩賦予品牌生命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59 馬麻自己做的哦!親手為孩子打造可愛藝品的手作書糖粒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66 吸睛!裝置醫術: 吸引路人眼光,將人潮變成錢潮善本出版有限公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73 早安，來吃Brunch吧! 席正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80 時尚新娘MAKEUP & HAIRSTYLE: 打造最美麗時刻荷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797 網紅經濟: 善用直播平台,經營粉絲,素人也能大吸金杜一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810 軟體定義網路實戰解析: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劉誠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827 用鉛筆畫世界: 新聞人物素描基本工滿都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841 飆網不設限!CDN內容傳遞網路開發手札雷葆華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865 極致精進Nikon神器: 小玩家也能視野超展開孟克難, 黑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872 Why Not Us?: 名牌包隱形冠軍SIMONE的傳奇故事柳孝相著; 鄭如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889 放下一切,出發!為人生留下一段無悔旅程茶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896 跟Adobe徹底研究Animate CC. 2018版Russell Chu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902 Java入門邁向高手之路 王者歸來 洪錦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919 動畫輕鬆做-iClone全功能實戰攻略張嘉仁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926 設計是一種思維: 從設計師到客戶角度探討如何做出好設計站酷ZCOOL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933 好LOGO: 懂客戶、消費者的心,才能讓人一眼記住何亞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476 Lightroom CC從攝影到編修: 調色、潤色、風格、三位一體白乃遠, 黃文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1483 踏上歸途,回家!如夢似幻一千日的奇幻旅程茶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940 365天對症刮痧自療聖經 吳中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957 韓風新娘髮型攻略 安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964 鑄鐵鍋究極料理: 煎、煮、燉、炒,一鍋搞定一廚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971 KODU遊戲程式開發一試上手 陳美琪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1988 馬上就會Excel 2016商務實作與應用陳德來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1995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吳燦銘, 王震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015 鍾孟舜的數位漫畫插畫公式祕訣 鍾孟舜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02022 Idea of Photoshop: 設計師の創作解密銳藝視覺著 五版 其他 1

9789865002039 超威無限立方創藝模卡紙公仔絕用3ds Max & Pepakura designer李家豪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046 攝影的美學修練: 光線x透視，8堂攝影者必備美學課張松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37 社會分析多元觀點 黃奕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637 社會分析多元觀點 黃奕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637 社會分析多元觀點 黃奕琳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576 遊於藝: 淡江大學藝術領域課程文集王志銘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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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送存冊數共計：65

淡大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34 村上春樹文学における魅惑 沼野充義監修; 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08941 梧葉食單 吳秋霞, 衛壘壘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58 2018年度第7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644 淡江建築畢業專刊. 2017 淡江建築第四十九屆畢業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11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五屆: 各科教材教法論文集陳劍涵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100 繞著地球跑. 2016-2017: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大三出國留學心得分享 平裝 1

9789869607117 繞著地球跑. 2016-2017: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大三出國留學心得分享(精華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2628 光電與智慧電子研討會論文集. 2018廖裕評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38986 從個體到群體: 古典阿德勒學派深層心理治療入門亨利.史丹(Henry T. Stein)著; 鍾瑞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082 平靜而專注 像青蛙坐定: 你的心靈指南艾琳.史妮爾(Eline Snel)作; 馬克.布塔方(Marc Boutavant)插畫; 陳素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099 在親密關係中活出最好的生命: 給基督徒夫妻的「抱緊我」對話蘇珊.強森(Sue Johnson), 肯尼.桑德福(Kenny Sanderfer)作; 劉淑瓊, 陳永財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105 幸福老年的祕密: 哈佛大學格蘭特終生研究喬治.威朗特(George Vaillant)著; 王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112 學習、互動與融入: 自閉症幼兒的丹佛早療團體模式賈科莫.維凡堤(Giacomo Vivanti)等著; 張美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129 希望鍊金術: 焦點解決取向在校園輔導的應用洪莉竹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39143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 種族滅絕倖存者的真實告白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Immaculée Ilibagiza), 史蒂夫.艾文(Steve Erwin)合著; 傅振焜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6939150 翻過來看世界 黃士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建築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師培中心

淡大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老師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蘭陽校園主任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447 好冷好冷的知識生活大百科: 為什麼北極沒有企鵝?熊育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54 品味唐詩 賴佩羽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46461 品味唐詩 賴佩羽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46478 地表上最強的冷知識 羅書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85 油桐花女孩 紀維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6492 品味宋詞 曹子恩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061 達羅巴令湖 劉嘉路(Kate Dargaw)文;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圖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669 SDI救援潛水手冊: 潛水技巧 救援技巧 重要性傷害及意外處理Joe Mokry編著; 方景翰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93676 ERDI全罩式面鏡潛水手冊: 公共安全潛水的全罩式面鏡完全操作指南Michael Glenn, Matthew W. Robinson作; 方景翰修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638 林可勝與民國現代醫學的發展 施彥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3329 幻影精靈塔羅 羅佩雯(Stephanie Pui-Mun Law), 芭芭拉.摩爾(Barbar Moore)著; 孫梅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626 同行致遠 張懋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3800 為什麼學佛?: 蔣揚仁欽帶你認識佛法的十七堂智慧課蔣揚仁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081 外帶一杯世界史: 從世界之都、重要理念、最酷發明、英雄與惡魔...等視角趣看人類歷史亞歷山大.封.笙堡(Alexander von Schönburg)著; 闕旭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35 投資前的精準判讀: 巴菲特多次推薦,質化分析的12項金律蘿菈.黎頓郝斯(L. J. Rittenhouse)著; 劉道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66 別因渴望你沒有的,糟蹋了你已經擁有的: 跟斯多噶哲學家對話,學習面對生命處境的智慧馬西莫.皮戈里奇(Massimo Pigliucci)著; 陳岳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180 太陽的後役-敢夢,不設限: 募資走遍南美洲體驗30份工作,實踐從0到1的Gap Year人生提案陳明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10 讓大象飛: 矽谷創投教父打造激進式創新的關鍵洞察史蒂夫.霍夫曼(Steven S. Hoffman)著; 周海云, 陳耿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27 重力簡史: 牛頓的蘋果如何啟發重力法則、相對論、量子論等重大物理學觀念馬可士.鍾(Marcus Chown)著; 蕭秀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34 簡報即戰力: 讓任何人都買單的上台說話術楊紹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41 北韓,下一步?!: 國際級經濟學家所觀察的北韓現況與未來陸迪格.法蘭克(Rüdiger Frank)著; 王瑜君, 王榮輝, 彭意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65 投資前最重要的事 班.卡爾森(Ben Carlson)著; 陳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72 哲學家傅柯的公寓 馬修.藍東(Mathieu Lindon)著; 吳宗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289 平面設計有這50個好點子就通了! 史蒂芬.海勒(Steven Heller), 蓋兒.安德森(Gail Anderson)著; 林育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19 最好的睡眠 裵英洙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26 北歐神話學 保羅.賀爾曼(Paul Herrmann)著; 張詩敏, 許嫚紅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麋鹿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你爾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商周



9789864774340 攻敵必救的「大創意」(喬治.路易斯寫給有天賦的你!)喬治.路易斯(George Lois)著; 林育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64 內傷的觀望者 eL詩; 6K'17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71 從東南亞到東協: 存異求同的五百年東南亞史岩崎育夫著; 廖怡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395 生命最後的禮物: 正確看待臨死覺知,傾聽臨終者的話語,做出有效的溝通瑪姬.克拉蘭(Maggie Callanan), 派翠西亞.凱莉(Patricia Kelly)著; 李文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01 唐詩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選輯; (清)章燮注疏; (清)陳婉俊注解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4418 全圖解貓咪行為學 單熙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25 解僱與被解僱 葉茂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49 自由自造 戴爾.道弗帝(Dale Dougherty), 亞麗安.康拉德(Ariane Conrad)著; 張家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63 自慢: 社長的成長學習筆記 何飛鵬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774470 編劇媽媽的字遊時間: 陪孩子和文字做朋友,有效啟發孩童的閱讀力與寫作力王雙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87 歇心靜坐: 從初學到深入的靜坐七法,開啟通往內在自由之道格龍仁波切著; 張圓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494 超越邏輯的情緒說服: 不靠事實、不必精準,照樣讓人點頭如搗蒜!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著; 陳琇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00 美味的科學: 從擺盤、食器到用餐情境餐廳的飲食新科學查爾斯.史賓斯(Charles Spence)著; 陸維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17 激盪十年,水大魚大: 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的新秩序吳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48 道德抉擇的艱難:經典法律例中的道德思考與決疑論判斷適用雨果.亞當.貝鐸(Hugo Adam Bedau)著; 麥慧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86 血路盛世: 當代東南亞的權利與衝突麥可.瓦提裘提斯(Michael R. J. Vatikiotis)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593 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大衛.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著; 韓絜光, 陳复嘉, 劉冠宏譯初版 平裝 上下冊 1

9789864774609 諸神的魔法師: 失落文明的智慧 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著; 周健, 潘恩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616 上帝的指紋 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 桑莎.法伊亞(Santha Faiia)著; 李永平,汪仲 譯2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74623 上帝的指紋 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 桑莎.法伊亞(Santha Faiia)著; 李永平,汪仲 譯2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774630 解密iPhone 布萊恩.麥錢特(Brian Merchant)著; 曹嬿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53 硬派領導哲學:美國超級盃鐵頭教練教你遵守紀律,讓成功自己達陣比爾.沃爾希(Bill Walsh), 史蒂夫.傑米森(Steve Jamison), 克雷格.沃爾希(Craig Walsh)著; 楊文斌, 鄒德平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725 Python程式語言設計 陳漢昇編輯 平裝 1

9789869509732 會計學. IV, 複習講義 陳奕如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027 獨帆之聲 尼可拉斯.托馬林, 羅恩.霍爾作; 聞若婷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034 好人 宋尚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041 當代英雄 米哈伊爾.萊蒙托夫著; 宋雲森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3058 分裂的天空 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作; 彤雅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065 沒有大路 馬尼尼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7406 那些子宮教我的事: 婦癌迷思、臨床診療問題全解析丁彥伶採訪撰稿 平裝 1

9789867877413 國際變局啟商機: 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 2017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作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商周編輯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8

啟芳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啟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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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3357 讀易簡說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上冊 2

9789868763364 讀易簡說講記 徐醒民講 平裝 下冊 2

978986953744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537452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選講 徐醒民講述 其他 1

9789869537469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537476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七, 屯卦。蒙卦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011 老年護理學 李昭螢等編著 [五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2448 走路。在山林在部落。 一個人。 洪瓊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38 與我的貓咪過得更幸福: 解決養貓生活中100個常見煩惱學研出版社編著;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738 與我的貓咪過得更幸福: 解決養貓生活中100個常見煩惱學研出版社編著; 蔡昌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2813 淋巴與淋巴癌 蘇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339 骨骼跑步法 鈴木清和著; 蕭珮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384 綠蠵龜: 跟著海龜教授尋找綠蠵龜程一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3421 音速老師的日語成功筆記. 文法字彙篇朱育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38 臭食物大全 小泉武夫著;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45 啟動考試腦: 簡單、實用而且科學!菁英都在用的高效讀書法兒玉光雄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483 網路連鎖效應: 數位科技與現實生活間的網路心理學瑪麗.艾肯(Mary Aiken)著; 楊豐懋, 林怡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06 希臘羅馬神話 伊迪絲.漢彌爾頓(Edith Hamilton)著; 林久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13 為什麼男人有老婆?女人卻只能當老婆: 夫妻如何共同思考家庭與職場的平衡,讓彼此更好地在一起,也一起變得更好!安娜貝爾.克萊柏(AnnabelCrabb)著; 李姿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20 鸚鵡的祕密! 細川博昭作; 郭寶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37 超優溝通力,人生得意不碰壁: 凡事圓融溝通,讓你滿面春風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68 跟孩子玩自然 洪瓊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75 浸泡魔法: 運用油、酒、水獨創50道風情萬種的料理艾瑞克.普朗(Eric Prum), 喬許.威廉斯(Josh Williams)作;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82 法式優雅的正向思考: 看到的人生總是美好,這就是正向態度!瑟希拉.樂貝拉(Cécile Neuville)作; 謝孟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599 如何進入彩虹泡泡中: 100個有趣的數學實驗阿爾貝希特.波依特許巴赫(Albrecht Beutelspacher)作; 劉岦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05 人體寫真經穴辭典 戚文芬編著 修訂五版平裝 1

9789864433612 百藥之王: 一杯咖啡的藥理學 岡希太郎作; 李毓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3629 圖解台灣電影史 葉龍彥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淨宗齋戒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晨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啟英文化



9789864433636 貓戰士幽暗異象六部曲. I, 探索之旅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43 螳螂飼養與觀察 李季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50 奇蹟逆轉抗癌30年更健康 陳衛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67 迪奧的誕生: 揭開品牌創辦人克里斯汀.迪奧,打造時尚王國的心路歷程弗朗索瓦.奧利維爾.盧梭(François-Olivier Rousseau)著; 謝孟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74 我的兒子不是雨人: 一位單親爸爸與自閉症男孩一起渡過的既冒險又溫暖動人的故事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作; 亞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81 音速老師的日語成功筆記. 發音會話篇朱育賢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698 愛上病理學圖解版 早川欽哉著; 魏俊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04 乳酸: 乳酸70問大解密,了解乳酸與運動、疲勞、健康的關係八田秀雄著;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11 戀愛科學 越智啓太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28 蜜袋鼯飼養與生活指南: 圓溜大眼、惹人憐愛的一舉一動,好想和牠一起幸福生活!飛鼠編輯部編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35 心肌梗塞 江碩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42 逗陣來唱囡仔歌. V, 台灣俚語篇 康原文; 張啟文曲 初版 其他 1

9789864433759 寵物香草藥妙方: 以天然的香草藥力量,改善寵物寄生蟲、壓力性過敏、口腔疾病與心理發展問題!謝青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66 科學驚奇探索漫畫. 5: 病毒入侵危機!松本久志原作; 小林芳郎監修; 長田馨繪; 謝晴譯平裝 1

9789864433773 心靈直覺的秘境: 用直覺找回自己的力量威爾.塔托(Will Tuttle)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80 阿德勒的幸福心理學: 1小時即能理解中野明作; 傅培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797 乳癌與牛奶 珍.普蘭特(Jane Plant)作; 郭珍琪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3803 三浦伸章的自然農法 三浦伸章審定;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03 三浦伸章的自然農法 三浦伸章審定;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10 霧中的奇幻小鎮 柏葉幸子作; 米醬繪; 林冠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10 霧中的奇幻小鎮 柏葉幸子作; 米醬繪; 林冠汾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27 糖尿病飲食與治療 陳煥文, 林毓禎, Amanda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34 眼睛保健聖經: 全方位介紹眼睛疾病與營養治療的指南傑弗瑞.安歇爾(Jeffrey Anshel)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34 眼睛保健聖經: 全方位介紹眼睛疾病與營養治療的指南傑弗瑞.安歇爾(Jeffrey Anshel)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41 法布爾昆蟲記 尚-亨利.法布爾(Jean Henri Fabre)著; 曾明鈺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3858 青鳥 莫里斯.梅特林克原著; 喬治特.萊勃倫克改編; 肖俊風譯平裝 1

9789864433865 超譯韓非子: 領導者的經營聖經 許成準作; Mofu茉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72 繪圖解說麴的秘密 小泉武夫作; 魏俊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89 繪圖解說漢方醫學 入江祥史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89 繪圖解說漢方醫學 入江祥史著;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896 腦中風: 一本讀通腦中風之成因、預防與復健的最新知識蔡東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02 人體寫真按摩聖經 高登.殷克勒斯(Gordon Inkeles)著; 張卻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19 偷學生物超能力 石田秀輝監修; 松田泰子, 江口惠理作; 黃郁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26 新‧愛的教育 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26 新‧愛的教育 戴晨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33 寂靜的春天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著; 李文昭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4433940 英國媽媽這樣教孩子 崔香琪著;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57 日本媽媽的聰明育兒術 安旻淨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57 日本媽媽的聰明育兒術 安旻淨著; 袁育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71 貓戰士幽暗異象6部曲. II, 雷電暗影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71 貓戰士幽暗異象6部曲. II, 雷電暗影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88 圖解台灣日式住宅建築 吳昱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88 圖解台灣日式住宅建築 吳昱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08 教鸚鵡玩遊戲: 藉由響片訓練鸚鵡學會超過25種有趣的遊戲羅賓.德義智(Robin Deutsch)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15 肥胖大解密: 破除傳統減肥的迷思,「胰島素」才是減重關鍵!傑森.方(Jason Fung)著; 周曉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22 當心!網路害死你的狗! 古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39 科學驚奇探索漫畫. 6: 驚!怪物颱風來啦!長谷川拓也, 茂木耕作監修; 立花未來王繪; 亞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53 抓狂邊緣 安德莉亞.彼得森(Andrea Petersen)著; 吳湘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60 郭世芳: 癌症治療全紀錄 郭世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077 人體使用手冊. 2: 人體復原工程 吳清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084 重獲心生 塔姆辛.莫瑞(Tamsyn Murray)作;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07 裸體為什麼需要理由 張隆基, Alic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14 海水缸魚類圖鑑: 海水缸設置新手入門指南、玩家參考寶典,一本搞定!狄克.米爾斯(Dick Mills)著; 王北辰, 張郁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45 彼得潘(中英雙語) 詹姆斯.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著; 辛一立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213 圖解台灣戲劇史綱 黃宣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432 鋼琴的奇幻旅程. 3, 美洲篇教本 林嬑欣, 李姿嬅, 車宣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3449 鋼琴的奇幻旅程. 3, 美洲篇樂理 林嬑欣, 李姿嬅, 車宣儀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2235 前進中...阿里山: 李彥均的景觀裝置李彥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2242 千年之戀: 洪桂花綺麗工筆漆畫 洪桂花作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6346 NEW TOEIC模擬測驗滿分秘笈: 詳解本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353 必備新多益單字: 口袋就是你的腦袋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4026 最新版日檢單字絕對合格N5、N4、N3、N2、N1一級必殺楊孟芳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033 爸媽請放心: 寫給正在為孩子不專心、不肯學、不受控而煩惱的親子教養書黃彥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01 當季x在地x好蔬食: 史丹利煮廚的60道蔬食美味幸福提案李建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32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英文文法書蔡文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149 帶孩子勇敢追夢的不思議旅程: 帶五歲孩兒去英國留學的365天精采生活蔡文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56 愛的練習簿:寫給爸媽們的5堂親子溝通課趙雅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63 未來，你在哪裡？ 王鳳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70 爸媽自己動手做：47種給寶貝可愛又好用的啟蒙教具吉高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194 史上最偷懶的零秒思考，快速替換英文會話術: 宮本老師教你用23個英文單字輕鬆開口說英文宮本大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79 超有感跑走運動 葉文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93 不囉唆!商務英語應用教室 張慈庭, 潘瑗合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將星彩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常春藤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67

送存冊數共計：76

旋音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捷徑文化



9789578904309 IELTS vocabulary雅思單字一擊必殺吳建業, 鍾鈺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316 IELTS speaking雅思口語一擊必殺 丹尼爾.科特拉爾, 陳思清合著初版 其他 1

9789578904323 英文會話這樣說才對: 老外說的,和我們想的不一樣!蔡文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347 GEPT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擊必殺李宇凡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2720 百萬部落客教你如何月入百萬: 竹科新跪從無薪假到財富自由的創富筆記Jerry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737 勇氣: 台灣好禮的縱橫四海戰記 中華文創展拓交流協會著; 戚文芬採訪撰述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2744 台灣人看大陸 大陸人看台灣: 兩岸徵文選粹. 8戎撫天總編輯; 旺報企畫編選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495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07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5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14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21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5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38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4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45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5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52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6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69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6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76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6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83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7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090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8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02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9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19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7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26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8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33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9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40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7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57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8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64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9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71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1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88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1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695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1-12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009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1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016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1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023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2-12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030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10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047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11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054 Smart robot coding&play kids. Level 3-12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康恩朋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27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商訊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3505 器韻.浮景: 安棲在「家」的感度之間郭政賢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118 海外房產的第一堂課: 包租公致富內幕 他們都在全世界買房子鍾仁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309 普通人 張紫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358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1, 口語測驗信效度. 2016 平裝 1

9789869376365 華語文能力測驗技術報告. 2, 寫作測驗信效度.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305 精神能量 蕭勤, 吳素琴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501 慢吞吞英雄 球球 王宏哲作; 候小妍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30630 爺們的BL: 閃亮腐海就讓宅宅大叔帶你探索Thank you竜生, 春日太一著; 邱香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647 告別酸痛麻: 改掉爛姿勢,日日養脊椎,肩頸腰背好輕鬆溫建民, 葉建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692 從前從前我記得 米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708 未來食堂: 提供免費餐的餐廳到今天都能賺錢的理由小林世界著; 鄭雅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715 幻奇植物園 西畠清順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753 手繪台中日和: 快與慢、晴與雨、南與北的中間生活Fanyu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760 四時花令: 那些奼紫嫣紅的古典詩詞石繼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784 跟貓咪快樂同居 朝日新聞出版著; 高彩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814 就又去了京都 Milly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從容國際文化

紳格室內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大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荷軒新藝空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301 慈悲心與全球責任感: 達賴喇嘛與衝突地區青年領袖對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等作; 陸積華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1652 背痛怎麼辦真的需要手術嗎?: 外科醫師不讓你知道的十大秘密簡志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8425 好時光: 陶笛阿志十五週年創作紀念專輯樂譜游學志監修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25407 Maxima的基礎數學運算 施俊良, 葉建寧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353771 人氣西餐在家做 高鳴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88 十幾歲開始準備今後的人生 金俊成著; 嚴春英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795 義犬 金曾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01 世界流行雞尾酒 KOMET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18 魅力絲巾: 史上最潮時尚繫法158例郝建美, 劉天卓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25 完美女孩培養全書 成墨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32 完美性格小公主: 溫妮和勇氣 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49 完美性格小公主: 溫妮的壞脾氣 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56 完美性格小公主: 溫妮說謊話 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63 手創名牌飾品 羅文言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70 遊戲培養創造力: 會玩的孩子可以更好的成長索菲.瑪麗諾普露絲著; 蔡宏寧譯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8713 長河流月,再造田寮: 田寮河及其週邊的人文、歷史與故事曾子良, 李正仁編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9013 鄉關何處: 高雄眷村三部曲: 侯淑姿眷村女性影像書寫作品集. 2010-2017侯淑姿作 平裝 1

9789572809020 我們在此相遇 侯淑姿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康希望生物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基隆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連結點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陶笛阿志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博



9789866471636 智慧的入門: 新眼光讀經. 2018.4-6拉瓦.米臼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643 少年新眼光讀經: 領悟世代 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650 字遊: 陳世憲的書法世界旅行 陳世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5255 Basic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and Speaking周美智, 張世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502 末世耶穌基督的啟示: 30天禱告手冊楊寧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205 內在的基督之光: 貴格會的見證史棣慕華等 增修二版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612 美國駐南京領事館/總領事館檔案輯成1921-1935黃智偉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110 全民英檢保證班寫作測驗: 中級全十回曹家寧, 彭信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127 New iFUN Book. 2 平裝 1

9789869507134 Smart新式多益保證班: 500分基礎課程Lori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7165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聽力測驗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7172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閱讀測驗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189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寫作測驗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7196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口說測驗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7108 New iFUN Book. 4 平裝 1

9789869627115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閱讀測驗(試題本)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122 全民英檢黃金考題: 初級聽力測驗(試題本)張麗玉, 顧叔剛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672 黑白與彩色: 阿邦的故事人生 劉峰松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商鼎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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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傳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臺北真理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教臺灣貴格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705 團體運動的科學評論研究 赫爾曼.布蘭德(Hermann Brandt)作; 黃進成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74449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必備基礎5000單字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6374456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必備進階2000單字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6374463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必備進階2000單字張維總編著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071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108年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88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大本. 民國108年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9789869189095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108年黃學劼編纂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255 相似詞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499262 相似詞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499279 成語相似詞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9499286 成語相反詞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9023 Program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play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2017Cheng-Chung Lee, Chung-Kuang We[作]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40495 套用‧替換零失誤的英文搭配詞大全塚本倫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40624 實境式照單全收圖解單字不用背 簡孜宸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77 健康休閒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康寧大學休閒管理學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122184 健康休閒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康寧大學休閒管理學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國際巧固球台灣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際學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康寧大學休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國際資訊顯示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維英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崇福堂曆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36281 Legends of Chinese Festivals author Qiao Chuan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804 直銷箴言集 陳得發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98811 PowerBank Angeline著 第1版 其他 1

9789869598828 山水檳城 杜忠全著; 廖新華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35 我的童年趣事 蔡舜立, 張凱彬, 鄭瓊薇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42 學生教會我的事 韋靜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59 如果,你們說的都是真的 牛小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66 人生開闊讀<> 傅承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73 MH370 X檔案 楊善勇, 董恪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80 老天!不要告訴我廁所紙剛好用完了顏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8897 Rx騎士之戀 牛小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25 壁虎傳說 伊藤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32 不死器官 顏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49 吃的真相: 林愛玲食療達人與您分享營養小故事林愛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56 當鹹魚遇上夢想 傑瑞, 循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63 黨領導不想提的50道問題 楊善勇, 董恪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70 瘋狂時驗者 顏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87 得意 傅承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094 鍋巴香 傅承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00 黑校 啊平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17 回神 傅承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24 老檳城的娛樂風華: 老檳城.老生活II杜忠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31 籠門客棧 顏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48 神序1.0 蛛古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55 生命未可知的堅韌 陳慧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62 健忘筆者 顏俊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79 兩醫之間 林韋地, 吳美雲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86 馬來西亞Law霸 周本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193 末日拂曉 墨契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09 那些年, 我們的童年遊戲 林子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16 人生勵誌讀論語 傅承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23 九流偵探 牛小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30 九流偵探. II, 九九八十一 牛小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47 老檳城老生活 杜忠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54 壁虎傳說之聖夜魔宴 伊藤悠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61 天國孽子 歐陽文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78 天使 周金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285 突然我是船長 周若鵬著 第一版 其他 1

陸鋒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燁文化



9789579339292 臥看千山 馬金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08 犀利仁醫 樺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15 欣想事成 李欣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22 醫生,So What? 吳奕品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39 血龍傳說 貓靈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46 音樂盒降魔錄 Luoka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53 雨林詩語 田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60 月下魔城 蕭兒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77 這時,別叫我醫生 樺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84 真醫生假文青 林韋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391 浮沉簡史 楊邦尼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07 中文,知多一點 杜忠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14 罪孽的藝術 蛛古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21 馬來西亞經濟慘後憂鬱症 楊善勇, 董恪寧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38 社交網讚 傑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45 瘋狂預言師 顏俊傑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52 簡行書 阿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76 神序π 蛛古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83 愛或被愛沒有理所當然 葉嘯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490 馬來西亞笑話精選 大將出版社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06 女兒魚 許裕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13 吉蘭丹唐人坡甲必丹 劉香倫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20 因為佛陀,我是更好的基督徒 歐陽文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37 人生快樂讀莊子 傅承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44 中文,你懂多少? 杜忠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51 爸媽請聽我說 郭心怡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68 回到馬來亞 張錦忠, 黃錦樹, 莊華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75 怎樣寫好華文 傅承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82 老馬紅燒一個馬來西亞 楊善勇, 董恪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599 喬治市卷帙 杜忠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05 動地吟朗誦詩選 劉藝婉, 傅承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12 一期一會的約定 顏書韻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29 失落的霞影 蘇清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36 不睡覺的晚上 蘇清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43 從C9到暴民 許慧珊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50 弟子規: 成功人生的起點 傅承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67 走近回教政治 潘永強, 魏月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74 狗狗兵團 藍偉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81 砂華文學的本土特質 田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698 苦瓜的滋味 周錦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04 戀念檳榔嶼 杜忠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11 消失中的吉隆坡 張集強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28 讀書這玩意兒 歐陽文風, 張曉東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35 馬來西亞大崩壞  林宏祥編; 潘永強, 黃進發等著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42 啡騎不可 陳勁豪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59 蛇的女兒 陳慶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66 豬頭皮癢 許裕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73 豬頭負二代 許裕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80 菩薩難寫 許裕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797 催綠禾苗的春雨 傅承得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803 詩在臺上 周若鵬, 周若濤, 馬保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810 橫災梨棗 陳翠梅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827 螺旋終站 邢詒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834 走路進雲南 羅柏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841 於無聲處聽春雷 李亞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339858 總編輯真相檔案 潘友來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6620 邁向證悟: 藏密大師的心要建言 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作; 項慧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637 本淨: <>口訣教授 頂果.欽哲法王講授; 那瀾陀翻譯小組輯錄; 劉婉俐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006644 淨相: 金剛乘修行的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頂果.欽哲法王講述; 那瀾陀翻譯小組輯錄; 劉婉俐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2216 戴敬晃 人文之美油畫展 戴敬晃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06257 小林光一圍碁必勝講座 小林光一著; 陳憲輝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706264 小林光一圍碁必勝講座 小林光一著; 陳憲輝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106995 說日語好流行!日本人聊天必說流行語. 2Aikoberry, 平松晉之介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060 新月集(中英對照雙語版) 泰戈爾著; 鄭振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077 現在開口說韓語 長友英子, 萩野優子著; 張亞薇翻譯2版 其他 1

9789577107084 倍增英語字彙的奧秘: 字跟.字首.字尾快記字典蔣爭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107091 Anytime Anywhere英會話溝通句典(攜帶版)陳鑫源編 2版 其他 1

9789577107107 日本經典文學: 宮澤賢治童話集 宮澤賢治著; 徐華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114 新版卡爾.威特的教育(典藏有聲精裝版)劉恆新編譯 2版 其他 1

9789577107121 日本經典文學: 少爺 夏目漱石作; 李孟紅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107138 沉思錄(中英對照全譯本) 馬可.奧理略著; 盛世教育翻譯2版 精裝 1

9789577107145 新版Anytime Anywhere英會話溝通句典陳鑫源編 2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理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笛藤

送存種數共計：93

送存冊數共計：93

雪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頂優藝術



9789577107169 世界品茶事典 主婦之友社著; 藍嘉楹, 邱香凝譯2版 平裝 1

9789577107176 日語閱讀越聽越上手: 日本奇幻短篇集. II星新一作; 李菁薇, 林華芷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577107190 走到哪說到哪!旅遊會話日語(彩色攜帶版)林育萱, 大場陽子, 立石悠佳著二版二刷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8643 泡泡萬花筒 黃揚婷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805885 巧克力: 我知道我吃什麼! 桑德琳.杜瑪華(Sandrine Dumas Roy)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892 馬鈴薯: 我知道我吃什麼! 桑德琳.杜瑪華(Sandrine Dumas Roy)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08 番茄: 我知道我吃什麼! 米歇爾.弗朗西斯科尼(Michel Francesconi)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15 蜂蜜: 我知道我吃什麼! 法蘭絲瓦.蘿虹(Françoise Laurent)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22 麵包: 我知道我吃什麼! 法蘭絲瓦.蘿虹(Françoise Laurent)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39 蘋果: 我知道我吃什麼! 安妮.克萊兒.李維克(Anne Claire Lévêque)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46 糖: 我知道我吃什麼! 米歇爾.弗朗西斯科尼(Michel Francesconi)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53 米: 我知道我吃什麼! 法蘭絲瓦.蘿虹(Françoise Laurent)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60 水: 我知道我吃什麼! 法蘭絲瓦.蘿虹(Françoise Laurent)作; 尼古拉.古倪(Nicolas Gouny)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77 我的小小世界 海雷娜.高第(Helene Gaudy)文; 安.波查(Anne Beauchard)圖; 艾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805984 我很小,但是我也行! 凱薩琳.米茲梅耶(Catherine Metzmeyer)文; 葛雷果.馬畢爾(Grégoire Mabire)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805991 好事還是壞事？ 瓊.利索(Joan M. Lexau)文; 愛麗琦.布蘭登堡(Aliki Brandenberg)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6306 政治倫理與國族認同 王水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508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30515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30539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5630669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676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683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690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706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713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720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865630737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華人一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力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清歡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一



9789865630744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751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768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775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782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799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805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865630812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402 嶺南風華: 曾子川師生畫集 曾子川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206 踏在愛的第二里路: 嘉義基督教醫院60年愛的傳承蔡淑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273 明慧醫道: 情理法天 溫嬪容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928 七月 葉莎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9364 印象100.愛在克羅埃西亞 蕭世華, 吳懷柔作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92731 法醫昆蟲. 第三季, 昆蟲指證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92748 法醫昆蟲. 第三季, 昆蟲指證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93646 殭屍道長. 卷四, 暗夜黑妖.百鬼夜行龐家康少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53 人皮手札之1: 古墓遺族 閆志洋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60 人皮手札之2: 黃泉地龍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77 改變態度,才能改變自己的前途 黎亦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684 你就是讀心大師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曾子川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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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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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小樓藝文工作坊



9789863893691 耍一點小心機,愛情才會更順利 夢野薰風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07 拍馬屁很沒格調,但是很有效 塞德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14 你討厭的人,就是你的貴人 淩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45 西夏密碼. 卷二: 黑頭石室.聖彼得堡顧非於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52 討價還價心理戰略 易千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69 人皮手札之3: 五行絕殺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76 人皮手札之4: 暗河妖塔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83 驚悚樂園之1: 驚駭上線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790 驚悚樂園之2: 血屍毒城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06 瞬間看穿對方的性格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13 後退一步,就會發現幸福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20 西夏密碼. 卷三: 冬宮幽靈.皇后頭骨顧非魚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37 三國奸雄曹操. 天之卷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44 心理大師: 深淵 鍾宇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51 罪案錄. 第三季: 潛行獵兇 茶又清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68 你是好人,還是蠢人?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75 西夏密碼. 卷四: 賀蘭神山.黑喇嘛寶藏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82 站在對方角度說話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899 人皮手札之5: 神殿密道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05 人皮手札之6: 棺槨青屍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12 茅山抓鬼天師之1, 紅衣厲鬼 仲孝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29 茅山抓鬼天師之2, 鬼娃新娘 仲孝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36 諸葛奇謀之臥龍天書 孫哲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43 屍案調查科之死亡密碼 九滴水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50 驚悚樂園之3: 腥色童謠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67 驚悚樂園之4: 實境殺戮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74 用幽默的心情,面對不如意的事情 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81 三國演義厚黑講義 王照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3998 大清開國那些人. 努爾哈赤之卷 墨香滿樓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01 趕屍家族全集. 卷一: 陽符經現身.千年旱魃肖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18 我是顛峰Boss之1: 天生反派 正月初四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25 改變你的視野,就能改變你的世界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32 茅山抓鬼天師之3, 喪失病毒 仲孝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49 茅山抓鬼天師之4, 深海魔鯨 仲孝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56 人皮手札之7, 藏地冥寺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63 人皮手札之8, 陰陽雪界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70 屍案調查科之重案捕手 九滴水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87 犯罪推理師之顫慄遊戲 風雨如書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094 不要用情緒處理問題全集 千江月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00 三國大軍師司馬懿. 上卷, 三方博奕陸杰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17 三國大軍師司馬懿. 下卷, 巔峰對決陸杰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24 把討厭的人,當成另類的貴人 文蔚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31 驚悚樂園之5: 人魔囚艙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48 驚悚樂園之6: 攫陰魂陣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55 趕屍家趕屍家族全集. 卷二: 天王陵墓.詭秘苗寨肖忉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62 大清開國那些人. 皇太極之卷 墨香滿樓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79 瞬間讀懂人心,看穿人性全集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86 何不換個心情看事情? 黎亦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894193 茅山抓鬼天師之5, 驚現喪魂陣 仲孝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09 茅山抓鬼天師之6, 古振悲歌 仲孝軒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16 我是顛峰Boss之2: 征戰天陸 正月初四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23 大清開國那些人. 順治之卷 墨香滿樓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30 打動人心說話術 左逢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47 犯罪心理師之雕屍狂魔 王文杰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54 末代天師全集: 觀山太保.養蠱人家趙公明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61 看穿人心說話術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78 兼差當女媧之1, 城隍麻將館 凌舞水袖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3894285 兼差當女媧之2, 猛鬼玻璃心 凌舞水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292 廢柴天師之鬼嬰降生. 1, 天生陰陽眼笑封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08 廢柴天師之鬼嬰降生. 2, 神秘鬼茅宗笑封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15 趕屍家族全集. 卷三: 滇池天師會.密支那基地肖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22 夢遊者. 卷一: 午夜狂奔 吉振宇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39 驚悚樂園之7: 超級罪犯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46 驚悚樂園之8: 巔峰爭霸 三天兩覺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53 人皮手札之9, 冥河烏棺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60 人皮手札之10: 千年輪迴 閆志洋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77 朋友就是要互相利用 公孫龍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84 趕屍家族全集. 卷四: 野人山神.借屍還魂肖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391 趕屍家族全集. 卷五: 大漠屍王.洞神娶親肖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07 廢柴天師之黃泉擺渡人. 1, 陰司懸賞令笑封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14 廢柴天師之黃泉擺渡人. 2, 鬼穴生死鬥笑封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21 兼差當女媧之3, 滿城盡帶狐狸精 凌舞水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38 兼差當女媧之4, 洪荒黑勢力 凌舞水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45 我是顛峰Boss之3: 缺陷技術 正月初四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52 刑偵筆記之1: 桃花殺機 莫伊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69 刑偵筆記之2: 死亡真相 莫伊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76 先看穿對方的心思,再表達自己的意思文彥博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83 在生命的地圖,找到自己的出路 凌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490 趕屍家族全集. 卷六: 七星孔明燈.決戰神邸肖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06 清朝可以很爆笑. 卷壹: 煞星橫現.龍興遼東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20 鬼跳牆. 卷一: 雙峰人皮圖.道女修仙洞三天四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37 湘西異聞錄. 卷壹, 蠱談異地 瘋子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44 刑偵筆記之3: 殺人遊戲 莫伊萊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68 夢遊者. 卷二, 詭譎病院 吉振宇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75 兼差當女媧之5, 魔軍非法入境 凌舞水秀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82 兼差當女媧之6, 元祖級小屁孩 凌舞水袖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599 不怕別人瞧不起,就怕自己不爭氣 楚映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05 操縱人心說話術 陶然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12 清朝可以很爆笑. 卷貳: 三皇之戰.血染南明霧滿攔江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29 鬼跳牆. 卷二: 龍潭別宮.川地魔鬼林三天四夜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36 湘西異聞錄. 卷貳, 神墓驚魂 瘋子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43 別讓壞心態毀掉你的未來 黛恩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94650 做人厚道,做事厚黑 王渡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102 真正內勁釋義: 偏沉則隨、雙重則滯辯論李慶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119 心之所向 道之所至: 臺灣順武堂武術傳習錄蘇金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157 形意五行拳圖說 凌善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164 丹經指南 張松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188 曹氏八卦掌譜 盧景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801 集集大山的寶藏 黃彥瑜, 陳凱薰繪本設計; 黃稚淋責任編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1034 地理辨正 蔣大鴻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9351041 星度指南.果老星宗合編 曹仁麟, 張果老編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9351058 玄空古義四種通釋 沈瓞民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82564 讓小朋友,也能看懂易經 王致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245 讓孩子決定自己的方向: 三分教導,七分等待的無感教育,培養孩子差異化的關鍵能力林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269 誰偷走了爸媽的心?15個魔法化解手足戰爭周月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276 讀書考試 快。狠。準: 39個東大生不敗學習法清水章弘作; 謝佳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283 和寶貝一起編故事: 開啟孩子的閱讀想像力余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919 爆笑科學王. 3, 精神被恐龍嚇呆了辛泰勳作; 羅承暈繪; 鄧瑾又譯初版 平裝 3

9789869595926 爆笑科學王. 4, 精神被消化了 辛泰勳作; 羅承暈繪 初版 平裝 3

9789869595933 爆笑科學王. 5, 精神前進太陽系 辛泰勳作; 羅承暈繪; 曾子珉譯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99

送存冊數共計：100

逸文武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集元果觀光工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集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惠文設計印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612 陳郭如薫牧師夫人回想錄(日本語版)陳郭如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636 奧妙的人生 莊義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643 易象的禮原論 林美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667 化工裝置模擬試題 顧永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950 台灣機蓋宣傳戳(1951-2007)(附日治時期機宣戳)楊榮一主編 精裝 1

9789869172967 解放區及新中國沿用之孫中山像郵資明信片芮偉松作 精裝 1

9789869172974 集郵彙報. 2018年(第30卷) 欒永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404 瓷心禪藝. 2017: 黃正南作品典藏集黃正南[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654 Learning to read with phonics workbook. 1: the short vowels and consonant blendsSu-o Lin, Rene Hsieh[作]; Shirley Chiang圖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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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847461 休閒事業管理概論: 休閒事業成功之鑰黃金柱, 沈易利, 林詠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539 成本與管理會計 盧文隆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47546 文化觀光: 提升遊客生活與文化涵養的主流觀光黃金柱, 林詠能, 俞龍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47553 航空客運票務管理: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560 國際博弈產業服務資格認證試題指南李奇嶽等作 3版 平裝 1

9789577847577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試題指南 李奇嶽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584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南程健行等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577847591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李奇嶽, 陳善珮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7847607 國會的制度變遷與台灣的民主轉型陳俊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614 西餐廚藝概論 許宏寓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621 人際關係與溝通 毛菁華等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638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經營管理入門操作祕笈吳勉勤, 張榮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645 餐旅業事故及抱怨處理: 從別人錯誤中學習羅弘毅, 韋桂珍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7847652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銀階認證試題指南井柏紳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7669 顧客關係管理: 快樂做好顧客滿意,提昇永續競爭力!王人國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47706 管家服務 陳鵬洲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郵文聯誼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黃正南工作室

復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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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9789577847713 元曲美學論文集 諶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720 服務業管理: 未來趨勢 鄭紹成, 高于歡, 陳勇諺編著 3版 平裝 1

9789577847737 消費者行為: 價值導向 鄭紹成等作 2版 平裝 1

9789577847744 觀光暨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鄭紹成, 高于歡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847751 從大日本帝國到中華民國: 台灣現代化歷程中的國家建構陳俊昇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47805 人際關係與溝通 黃世雄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21971 好吧 呂巧馨, 妮塔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21988 我的阿妹 張以恆, 吳嘉綺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8521995 跳ㄨˇ吧 林加恩, 林蓓恩, 曾郁庭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06 阿牛開車! 蕭立安, 蔡佩芬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68 阿吉!不可以亂吃糖果 林君寰, 邱譯稼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51 夢遊驚魂夜 江季芸, 陳淑娟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44 兒童節我要去旅行 江雨珊, 陳雍宜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37 好~小傑。 林義謙, 林中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20 愛潛水的鳥 陳楷潼, 陳佳珦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87013 流理台與水龍頭 賴彥羽, 蔡青恩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6193 盟主眷佑的一生: 楊嘉善長老傳記楊嘉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71923 運動規則新視界 宋洪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71930 運動賽事小百科 欉憲偉等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6205 我只愛T 秋金爽爽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12 相逢有時 Y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36 傷後 溫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66243 我是妳的貓天使 卓嘉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0732 觀音上師揭密因果業力實錄 天喜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翔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集合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普生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喜羊羊



9789869330749 神明代言人 沈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26565 填滿修行的缺口: 18羅漢(簡體字版)和諧作 平裝 1

9789868126572 填滿修行的缺口: 18羅漢 和諧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9239 臺北市自造課程寶典 臺北市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185 倫敦自助超簡單 米愛拉文.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23208 加州飛行300天: 一起去加州學飛吧胖子, 鴨子, 芒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15 可不可以 說走就走 易虹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22 那些旅行教我的事 蔡俞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39 費城饗宴: 美國最古老的都市巡禮蘇玉守文, 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53 東西馬文化生態盛宴自助行 官佳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6692 了凡四訓 袁了凡原著; 鍾茂森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6975 一百天快速學開中藥方 楊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9627 理想國 柏拉圖(Ploto)原著; 吳松林, 林國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9634 用人識人的古今觀人術 李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9641 一用就靈: 肩頸腰腿痛的簡單特效按摩孫呈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9658 時尚達人一定要懂的世界名牌 雅妮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9665 教子要言 (清)郭家珍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9672 一個健全的心態,比一百種智慧更有力量周文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99689 松下幸之助的輝煌松下帝國 陳建國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661 微生物學 詹哲豪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1944746 醫學術語解析 林玫君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1944753 護病溝通: 臨床應用技巧與案例探討劉玟宜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760 實用基本護理學 蘇麗智等作 八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1944777 實用基本護理學 蘇麗智等作 八版 其他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紫光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陽光房



9789861944784 當代護理學導論 陳月枝等作 3版 平裝 1

9789861944791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作 3版 平裝 1

9789861944807 常用基本護理學技術 吳美樺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201 樂活的9個覺悟 李鴻圖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93895 杏樹枝. 6, 詩篇31-150 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901 真耶穌教會傳教百年暨國際聯合總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見證集真耶穌教會國際聯合總會編撰初版 精裝 1

9789867893918 真耶穌教會傳教百年暨國際聯合總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刊真耶穌教會國際聯合總會編撰初版 精裝 1

9789867893925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釋義 田輝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932 信仰的根: 五大教義的研究心得 黃基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893956 杏樹枝 杏樹筆耕小組策劃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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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52262 Google Flight國際空服員就業指南2.0江俞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52279 面談技巧學員訓練手冊 劉平, 江俞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504 看見時光林藝術. 2010-2017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868 明朝小官人 羅青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52882 天生不是做官的命 文理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3979 超簡單的旅遊英語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753993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3 雅典日研所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9608602 遊學必備1500句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08619 菜英文. 生活基礎篇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08626 菜英文. 實用會話篇 張瑜凌編著 [二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普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作創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無我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腓利門



9789869608633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2 雅典日研所編著 一版二刷其他 1

9789869608640 最直覺的英文文法 潘威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8657 日檢單字+文法一本搞定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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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6207 陳強畫集. 2 [陳強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0939 見證一生 楊鵬著; 楊雨亭, 楊羚, 楊龍編述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843 管理學 陳澤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47881 數位金融經營策略 許志義, 陳牧言, 陳佳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743 管理數學 林賜德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7729 透視財務報告奧秘手冊系列. 三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774 精實服務與管理 劉明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414 紅春聯 廖益嘉[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301 教學發展暨經驗分享研討會論文集. 2017李汾陽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325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564 操控心理學: 掌控人心就能混得風生水起徐志晶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4571 說話心理學: 好說歹說看你怎麼說張笑恒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4588 一本讀懂身體發出的警告訊號 施小六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南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絕版影像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黑的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菁品文化



9789869564595 交涉的藝術: 哈佛商學院必修的談判課奕誠編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254 臺灣光復 藝煤, 徐康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61 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 徐康, 吳藝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11278 謝雪紅畫傳 吳藝煤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2498 星座x生肖=144種戀愛性格超解析!趙心如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948 漫畫中醫養生圖典(典藏版) 周春才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2955 從歷史看做人、讀歷史巧做事 上官雲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979 細說你所不知的中國歷史: 脫掉古人的沉重面具、揭露歷史課本沒寫到的真相劉繼興, 劉照興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74948 誰是神呢?(簡體字版) 陳建中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4252 孩子,我愛你,所以想懂你!30個教養小故事,讓父母從心理解小孩,教出好孩子開企教養線編輯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9836 臺灣MBA教育的全球化之路 陳定國,張力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566 使徒信經「門徒訓練」手冊 林泰鐘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1573 使徒信經傳福音手冊 林泰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1580 使徒信經「門徒訓練」手冊(簡體字版)林泰鐘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151597 使徒信經傳福音手冊(簡體字版) 林泰鐘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1590 圖解一定要知道的實用生活風水 王學典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客思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洛瓦創意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冠拼音書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華威國際



9789865611606 奇門易經: 六十四卦入門解讀寶典張木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613 男性養生飲食指南: 養腎護肝、強身健骨,鞏固精氣神<>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644 圖解水滸傳 (明)施耐庵原著; 呂哲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651 圖解開運聚福納財吉祥物大全 黃一真著 平裝 1

9789865611668 實用紫微斗數入門: 剖析命盤,開創勝利人生,為自己算好命孔日昌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675 圖解西遊記(新版) (明)吳承恩原著; 李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682 圖解歷代兵法全書 唐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705 圖解漢字說解 唐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712 圖解大藏經 釋心田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729 圖解三十六計 (春秋)孫武原著; 姚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736 圖解風水地理 (清)趙九峰原著; 陳子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1743 圖解中國神話故事 唐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1750 懷孕.安產大百科: 給孕媽咪最甜蜜的40週照護孟斐, 樂媽咪名廚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767 這樣吃降血脂。清血油: 養護心血管飲食,逆轉健檢紅字胡維勤編著 平裝 1

9789865611774 圖解資治通鑑 唐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328 傾聽情緒: 罹癌長輩與家屬的心理照顧方俊凱, 蔡惠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59 勇渡波瀾的抗癌鬥士: 遠離惡病質 找到抗癌成功的關鍵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編著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66 血糖代謝自癒力: 不生病的營養健康療方歐瀚文, 汪立典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73 拍毒聖經: 破解五大群族健康困擾的拍打排毒林英權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2380 為什麼他賣的比我好?: 金牌銷售教練,教你如何業績翻倍賺!陳家妤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410 2018 BOSTON SOLO EXHIBITION戴明德作品集: 終點之前戴明德[作] 平裝 1

9789869478427 「自然序」: 謝其昌繪畫創作論述謝其昌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8434 「自然序」: 謝其昌作品集 謝其昌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474 蟹市 楊卓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5747 風險管理與保險概論 凌氤寶, 曾鹿鳴, 陳森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754 保險學: 理論與實務 凌氤寶, 康裕民, 陳森松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475761 組織行為學 Stephen P. Robbins, Timothy A Judge著; 黃家齊, 李雅婷, 趙慕芬譯十七版 平裝 1

9789869475778 財產保險學 陳森松, 吳瑞雲作; 凌氤寶主編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黑桃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泰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畫屏廣告設計



9789869475785 賽局理論 周治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5792 企業概論 Renald J. Ebert, Ricky W. Griffin作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1207 財務個案分析: 全球思維與佈局 陳育成, 許峰睿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1214 貨幣銀行學 黃昱程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531221 會計學習題解答 吳嘉勳作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1238 企業財務策略 Ruth Bender作; 林霖, 林震編譯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0972 第二個家見 謝佳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00 女子旅行,出發島嶼!:長灘、普吉、峇里、帛琉,開始你的好旅行辛翠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17 怪力亂神碎花裙 彭浩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4324 只是不想回家 林彥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31 工作的真義: 工作不後悔,活著不壓抑榎本英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348 東京自然色 劉黎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20358 飲料管理與實務 林玉婷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1614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宋琇鈺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2987 家政概論 陳彥呈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731 牙體技術師考試秘笈. 9, 牙技法規與倫理學方賓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809 海洋與醫藥生活 謝天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847 休閒遊憩概論 巫昌陽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854 老人活動設計 王怡菁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861 台灣老人社會學 張德永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878 婚姻與家庭: 永續經營 邱怡薇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885 新編醫療社會學 徐淑瑤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892 新編公共衛生護理學 王淑諒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3908 婦女健康 王秀雲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915 中藥炮製學 賴尚志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3922 美體保健實務 呂呂鳳, 陳欣怡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939 廚房規劃與實務管理 陳國維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953 運動觀光 雷文谷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960 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 陳德昇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3984 食物製備原理與應用 徐阿里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3991 基礎生理學 辛和宗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004 美容養生藥膳 謝天傑, 謝菘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011 藥理學 黃安正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028 長期照護 田玫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624035 生命期營養 陳惠欣等合著 八版 精裝 1

9789863624042 營養評估 劉慧蓉等合著 七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凱特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格那企業



9789863624059 老人營養學 湯雅里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066 美濃產業加值計畫: 白玉蘿沛之技術報告謝天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073 嬰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 邱華慧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080 居家托育服務概論 薛慧平, 施淑娟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097 實用生物學 賴靜瑩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103 食品化學 劉展冏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110 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必勝手冊張瓈文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127 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必勝手冊張瓈文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134 產科實習手冊 陳怡靜, 楊淇華, 李小璐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3793 醫護專用術語 李佩育等合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3624141 環境與健康 洪玉珠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4158 照顧概論 簡慧雯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172 嬰幼兒按摩 王資惠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189 飲食文化 潘江東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24196 藥理學(精選題庫) 詹婉卿, 翁逸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202 解剖生理學(重點整理) 王玉文, 郭純琦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219 解剖生理學(精選題庫) 王玉文, 郭純琦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233 現代臺灣體育、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陳月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240 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與義大利中部的畫家蕭媺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257 數位教材提高教學互動與學習動機: 以膳食療養學(一)和維生素與礦物質學為例黃惠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264 食品微生物學 郭嘉信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4271 新護理考試祕笈. 3, 婦產科護理學羅惠敏等合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24288 測驗達人: 基本護理學題庫 潘美蓉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295 新護理考試祕笈. 九, 藥理學 詹婉卿, 翁逸奎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301 故事運用 周家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24318 內外科護理學: 重點整理 張凱喬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325 新護理考試秘笈. 4, 兒科護理學 林琦華等合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624332 運動生物力學理論與應用 黃紹仁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24400 老人健康促進 江庭綠等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24417 新護理考試祕笈. 八, 微生物免疫學劉享文, 尤封陵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424 內外科護理學: 精選題庫 張凱喬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24578 食品發酵學 周正俊等合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8824 設計也吹起混搭風: 專利之演練與生成黃志弘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571 閩南語口語化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588 閩南語口譯本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56

送存冊數共計：56

華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菜根香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1971 客家童謠說與寫 馮輝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061988 中大湖个風: 桃園地區新舊兩隻移墾地區个故事;客語文選集張捷明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3807 微整形開運彩妝 張鈺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26 天然無毒又省錢!: 小蘇打的100個使用妙招古後匡子監修; 辰巳出版編著; 陳令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026 天然無毒又省錢!: 小蘇打的100個使用妙招古後匡子監修; 辰巳出版編著; 陳令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057 司命書. 貳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64 Patchwork拼布教室特集. 2: 玩心滿載!日常の拼布樂:實用外出拼布包.居家布小物特集BOUTIQUE-SHA授權;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71 致日常の刺繡小美好: 遇見花&綠的手作暖意 簡約風單色刺繡VS一目刺子繡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 彭小玲, 劉好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88 口金包の美麗刺繡設計書 樋口愉美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095 暖心訂製.手織小物70款: 手作教室的人氣小物大集合!岡本啟子監修; 鄭昀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01 Sharon浪漫復古風金屬線編織書 Shar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18 PATCHWORK拼布教室. 9: 手作迷の春甜時光: 拼布人最愛的蘇姑娘特集BOUTIQUE-SHA授權; 彭小玲, 劉好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25 花見幸福!溫柔暖心の日常拼布包: 秋田景子with24款以花草發想的優雅手作秋田景子著; 夏淑怡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32 司命書. 參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49 司命書. 肆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56 多空交易實戰手冊 邱逸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024163 戀上棉麻自然風!親手作簡單甜美的實用生活包77款主婦與生活社授權; 夏淑怡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170 手作專屬禮: 柴田明美送給你的拼布包柴田明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187 手作達人縫紉筆記: 手作服這樣作就對了月居良子著; 亞里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194 Cotton friend手作誌. 40: 漫步春旅.享受繽紛の浪漫手作心情: 帶著心愛的印花布包&布作小物,邂逅令人心動的全新篇章BOUTIQUE-SHA著; 翟中蓮, 彭小玲, 周欣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00 Coser手作裁縫師: 自己作Cosplay手作服&配件日本Vogue社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17 設計&時尚同行!手作65個超實用百搭波奇包: 一次收錄基本形、多用途、口金支架、束口袋、簡易拉鍊款製作大公開!日本VOGUE社授權; 駱美湘譯 平裝 1

9789863024224 最幸福の遇見!廚娃&小羊羹の好可愛貼布縫Su廚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31 光療指彩設計Book: 專業美甲師指尖心機進化版BOUTIQUE-SHA著; 莊琇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48 輕鬆學手作服設計課: 4款版型作出16種變化香田あおい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55 容易製作.嚴選經典: 設計師の私房款手作服海外竜也著; 翟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749 房仲勝經精要 張欣民, 范世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9677 山海的傳動: 原力之美: 第七屆全國學生台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專刊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夏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4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順益博物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6170 光合作用 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24 小縫遛狗 小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31 時間的洞 胡玟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48 霧之虎 洪春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55 叫我阿尼基 雪原雪, 神代栞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62 問魚 辛牧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79 跫音: 聆聽大安區的足跡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1426班合著[初版] 平裝 2

9789869477086 跛豪 跛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09 單色鳥的故事 黃慧君發想.繪圖 初版 精裝 3

9789869550116 遷居啟事 趙文豪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23 原泉滾滾: 臺師大噴泉詩社50週年詩選康書恩, 曾映泰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30 鉅細靡遺的透明 葉語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47 無相 崎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54 少女心 何貞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61 你便是我所有詩與不能詩的時刻 陳克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78 換貓上場了 林于玄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50192 聽貓的話 凌明玉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06004 進階精神衛生護理能力導向教學與實務產業推廣戎瑾如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06011 浪跡 謝予騰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06028 輕裝詩集 辛鬱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9606035 人工智慧的奇異樂園 楊雲浩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06042 迴路詩集 林理惠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06059 臺灣蝴蝶拉丁學名考釋 李興漢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519 94 i悅讀: 低年級 郭家華責任編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2526 94 i悅讀: 中年級 鄭紅媛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6002540 94 i悅讀: 高年級 羅雅婷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6002557 94 i悅讀: 高年級 羅雅婷責任編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974 社會工作管理 王明鳳, 黃誌坤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3981 非營利組織管理 陳政智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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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5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冊數共計：1

斑馬線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47

開朗雜誌



9789869102599 故事行銷 陳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06 花間作詞 楊子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06 花間作詞 楊子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13 山水譜曲 楊子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13 山水譜曲 楊子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2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作品集. 2017周美慧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5945 景魚軒書法教室: 行書單字筆法結構吳明昌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038 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 尊彩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327 周代焌: 無為而治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334 二十.世紀: 華人抽象藝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341 Candy Bird: 多麼乾淨的一幅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729 媽媽+1: 二十首絕望與希望的媽媽之歌潘家欣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56228 Ambivalence矛盾情節 金卷芳俊[作] 精裝 1

9789868456235 塵世語言: 土材質聯展 吳育霈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4030 玩美寫字: 練字書 鄭文彬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607 法律學概論 沈麗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7621 扎根程式設計基礎範例 李桂春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7638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design Wei-Huang Chang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7645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finance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47652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managementHui-jing Hsiao等作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筆博士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翔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清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6

景魚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9789869447669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formationI-Ju Chen等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7762 快書研究 陳錦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809 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 十三王見川等作; 李世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816 泛泰雅族群口傳文學中的Gaga思想蘇宇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830 代天宣化: 臺灣王爺信仰與傳說 洪瑩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7854 臺灣民間信仰論文集: 歷史與現代轉化朱榮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420 水晶與光道: 經、續與大圓滿 南開諾布仁波切(Chögyal Namkhai Norbu)作; 孫一原譯; 石曉蔚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81405 古厝斜陽憶鹿港 丁志達, 林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808 遺體火化概論與實務 盧軍, 邱達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860 服務方案之設計與管理 Peter M. Kettner, Robert M. Moroney, Lawrence L. Martin著; 高迪理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2982877 職場倫理 朱立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82884 創意原理 楊錫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891 餐旅採購與成本控制 蘇芳基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82907 自我探索與成長 林仁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82914 殯葬改革與創新論壇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尉遲淦等著; 王慧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395 活用核心古文選. 壹 陳湘, 潘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25 活用核心古文選. 貳 吳亭誼, 林誠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56 滿級分學測物理勝經. 整理篇 湯烈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494 邏輯式學測物理總複習 吳竹涵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500 學測考前大解密. 國文科 楊墨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517 EZ100高三公民與社會嘿皮書. 試題篇羅文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756 矽谷菁英都在用的52個英文關鍵字關谷英里子作; 黃品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69763 醬油本 高橋萬太郎, 黑島慶子作; 丁冠宏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揚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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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象雄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3154 Creative Orthodontics Blending the Damon System & TADs to Manage Difficult Malocclusionsauthor John Jin-Jong Lin 3rd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69 共三創: 朝陽科技大學三創教育思與行黃台生, 周文智, 陳明妙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0254 Kids English cafe. Level 2 Sofia Huang作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77043 茗香唯器: 歐亞名瓷杯壺玩賞 鄭景隆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005 就講白話!16堂智慧財產權必修課: 商標、專利、國際保護,一應俱全,一次告訴你保護無形資產的大小事!洪俊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9727 數位訊號處理 James H. McClellan, Ronald W. Schafer, Mark A. Yoder著; 吳燦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933 旅日趣: 廣島、宮島、尾道、倉敷昭文社編輯部作; 曾瀞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9940 旅日趣: 金澤、能登、北陸 昭文社編輯部作; 蕭睦頤, 方冠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002 張金旺鳥蟲書千字文 張金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2

湧傑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發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雲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隆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富創國際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敦華英語國際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閒雲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進源文化



9789869347167 用神不用神: 用神透析(還用神本色)劉賁編註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74 格局不格局: 格局透析(歸格局正位)劉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81 八字命理學 胡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198 玄空陽宅學 胡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02 梅花易象高層之路 馮紹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19 陽宅So easy 許崴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26 八字總動員 秦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033 玄秘紫微斗數: 命理字典八千招 丘宗鴻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774 下班後只想輕鬆煮: 1鍋到底x省時3步驟，22位人氣料理家的日常好食Orange Pag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14 美力珈人: 後天養成 林珈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0552 手工製琴聖經 林殿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3147 布里斯本.黃金海岸 愛麗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61 Blink Blink,自己動手做高質感飾品: UV膠的40種創意發想劉昕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78 食物解剖 茱莉亞.羅思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192 超萌人氣造型甜點 馬卡龍公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14 電影冷知識 許立衡, 張凱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8521 起司入味!100+家常好料理 Kyoko Salbot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38 用電影說印度: 從婆羅門到寶萊塢，五千燦爛文明背後的現實樣貌黃偉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45 草帽的編織 毛線球牧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52 花漾盛開: 韓式裱花裝飾蛋糕 邱盈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69 樂高小小世界. 4 戴樂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83 沖繩南國散策 焦糖熱一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590 北陸深度休日提案: 搭新幹線暢遊金澤、兼六園、立山黑部、合掌村、加賀溫泉、上高地、觀光列車...最美秘境超完整規劃！Ask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25 文學大數據: 如何找出暢銷書指紋？解構1500本經典與名作家的寫作秘密班.布萊特(Ben Blatt)作; 林凱雄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32 跳進嘴裡的豐盛義大利 吳治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49 怪奇京都: 神佛─魑魅魍魎同行的異類古都巡訪三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7928 自傳編著記錄: 論文式寫作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7935 澎湖灣、菊島與我的關係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68355 Spotlight reading written by Jeff Wen, Sarah Wang 其他 第2冊 1

9789576068362 Flow: 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 written by James Baron, Joe Henley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576068379 W21 writing for 21st century kids (past tense)written by Michael E. A. Gough 平裝 1

9789576068386 焦點新聞英文 林紫玉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敦煌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創新科技管理國際企業



9789576068393 TOEFL primary easy go. step 1 executive editor Lauren Tang 其他 1

9789576068409 TOEFL primary easy go. step 2 executive editor Susan Chang 其他 1

9789576068416 Flow: 21st century strategic reading written by James Baron, Joe Henley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576068423 Vib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listening. 3written by Jessica Beck 1st ed. 平裝 1

9789576068430 English works for journalism writer Andre Louw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9597 Language is life: Jill goes shopping. level one, reade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289597 Language is life: Jill goes shopping. level one, reade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6800 Language is life: Jack does his best. level two reade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6817 Language is life: student book. level 2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6824 Language is life: Sara goes to the woods. level two reade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596831 Language is life: adventures in new places. level ten readerImran Durrani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1490 道教奏職授籙<><> 道教法壇輯要編委會編校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41526 絕色: 故宮法書精粹導讀. 晉唐篇 李秀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41533 醉白: 故宮法書精粹導讀. 宋代篇 李秀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41540 天地: 故宮法書精粹導讀. 元明清近代篇李秀華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4741557 資訊視覺化設計的潮流: 資訊與圖解的近代史永原康史著; 李柏黎, 嚴可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0569 你的靈魂是我累世的眼睛.書寫觀音書寫詩.許悔之手墨集許悔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40118 MRM行動應用風險管理實務入門王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0767 忍者: JavaScript開發技巧探秘 John Resig, Bear Bibeault著; 江良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1184 Pro AngularJS完整開發指南 Adam Freeman著; 張桐, 張錚錚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716 iOS 11 App程式設計實戰心法: 30個開發專業級iOS App的必學主題與實務講座Simon Ng著; 王豪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730 OpenCV+VTK+Visual Studio影像辨識處理望熙榮, 望熙貴著 第二版 0 1

9789864342747 秋聲教你學資訊安全與駭客技術: 反組譯工具的使用導向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754 秋聲教你玩C語言底層破解. 基礎篇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7

敦煌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雄獅



9789864342761 輕鬆學習DraftSight 2D CAD工業製圖吳邦彥等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2778 SOLIDWORKS零件與組合件培訓教材2018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2785 SOLIDWORKS工程圖培訓教材(2018繁體中文版)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2792 秋聲教你玩: C語言底層破解指標篇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08 特洛伊木馬病毒程式設計: 使用Python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15 圖說演算法: 使用Python 吳燦銘, 胡昭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22 學會專案管理的12堂課 鍾文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39 Excel VBA巨集的職場效率術: 無痛學習VBA程式X步驟式教學錄製巨集X200個範例立即套用楊玉文, 陳智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46 Python 網頁程式交易APP實作: Web + MySQL + Django林萍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53 簡報易開罐: 37堂PowerPoint 2016簡報增效課楊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60 簡報易開罐: 37堂免費軟體簡報必修課楊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77 Visual C# 2017從零開始 資訊教育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84 Inventor 3D基礎建模: 產品設計新手超入門吳秉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891 問卷資料分析: 破解SPSS的六類分析思路周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14 ASP.NET專題實務. II: 進階範例應用MIS2000 Lab., 周棟祥, 吳進魯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21 圖說演算法: 使用C語言 吳燦銘, 胡昭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38 人人可作卡米狗: 從零打造自己的LINE聊天機器人郭佳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45 無瑕的程式碼: 整潔的軟體設計與架構篇Robert C. Martin著; 林欣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52 Visio 2016商業應用圖表超強製作術: 視覺化實務設計楊玉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69 Arduino創客之路 季雋, 傅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2976 S4A (Scratch For Arduino)輕鬆學: 玩拼圖寫程式,輕鬆進入Arduino的創意世界黃千華, 徐瑞茂, 林文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34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Java 吳燦銘, 胡昭民作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288 憂鬱幾顆洋蔥?精神分析想說 蔡榮裕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97295 不是拿走油燈就沒事了: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進階. 技術篇蔡榮裕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012 吵鬧的叢林 Rachel Elliot撰文; Clare Fennell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29 池塘的玩耍時光 Rachel Elliot撰文; Clare Fennell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36 樹林中的家 Rachel Elliot撰文; Clare Fennell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43 農場家族 Rachel Elliot撰文; Clare Fennell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50 一起去旅行 Yoyo books撰文; Jill Howarth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67 開心農場 Yoyo books撰文; Jill Howarth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74 歡樂的森林樂隊 Yoyo books撰文; Jill Howarth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81 在黑板上畫恐龍吧! Quarto Publishing Plc撰文.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13098 在黑板上畫農場吧! Quarto Publishing Plc撰文.繪圖; 翻譯:華碩文化編輯群精裝 1

9789869561600 你是開心的還是難過的 Charlotte Ferrier, William Derraugh撰文; Noopur Thakur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61617 農場裡的大發現 Charlotte Ferrier, William Derraugh撰文; Fhiona Galloway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61624 森林裡的大發現 Charlotte Ferrier, William Derraugh撰文; Julie Clough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無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碩文化科技



9789869561631 你是勤勞的還是懶惰的 Charlotte Ferrier, William Derraugh撰文; Noopur Thakur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61662 醫生,我來了!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2234 與藥輪共舞: 藥輪工作簿 太陽熊(Sun bear), 瓦奔.風(Wabun Wind), 克里撒里斯.慕利根(Crysalis Mulligan)作; 黃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2241 在阿卡西紀錄中發現你的靈魂道路琳達.豪兒(Linda Howe)作; 黃裳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809 鯁門島海戰: 浙海之龍 梁天价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823 產品可靠度精選版 翁田山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117 F-14雄貓式戰機 イカロス出版株式会社著; 鄭雅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9496 Arduino仿生蜘蛛製作與程式設計(簡體字版)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502 Arduino仿生蜘蛛製作與程式設計 曹永忠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717 Intel Quark SE C1000開發板程式設計基礎篇(簡體字版)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724 Intel Quark SE C1000開發板程式設計基礎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08185 天地殊機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08185 天地殊機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610 青花魚 秋刀魚, LIP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善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魁科技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黃裳元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凱銓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黑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1691 叮咚生活體驗記: 台灣戲曲篇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07 叮咚生活體驗記: 傳統音樂篇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14 叮咚生活體驗記: 傳統技藝篇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21 叮咚生活體驗記: 古早童玩篇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38 叮咚生活體驗記: 中元文化篇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45 叮咚邏輯遊戲書: 構成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52 叮咚邏輯遊戲書: 觀察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69 叮咚邏輯遊戲書: 思考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76 叮咚邏輯遊戲書: 記憶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83 叮咚邏輯遊戲書: 推理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790 叮咚邏輯遊戲書: 手眼協調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06 叮咚邏輯遊戲書: 專注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13 叮咚邏輯遊戲書: 創造力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20 叮咚科普觀察簿: 拜訪頭足家族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37 叮咚科普觀察簿: 哈囉!海獅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44 叮咚科普觀察簿: 滑溜溜家族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51 叮咚生活體驗記: 元宵文化篇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68 叮咚科普觀察簿: 我才不是貓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82 叮咚科普觀察簿: 獨角仙飼養記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305 幼兒級: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第一版 其他 第22冊 1

9789869624312 低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第一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624329 高年級學生本: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第一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869624336 教師本合輯: 喜樂團主日學教材 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第一版 平裝 第2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906 應用寫作一本通 蔡娉婷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967 通往知識的祕徑2: 如何上一堂通識課?通識在線雜誌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974 我在關塔那摩的日子 穆罕默社.薩拉希(Mohamedou Ould Slahi)作; 賴瑞.信斯(Larry Siems)編著; 董文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981 法國總統馬克宏: 非常完美的年輕人安.馥御妲(Anne Fulda)著; 楊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998 怎能不愛在地文化: 日本軟實力的祕密田村秀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908 什麼是世界觀? 克里斯提安.貝爾內(Christian berner)著; 李沅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915 漫遊雙和: 走訪城市故事 城市故事導覽志工隊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喜樂兒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博課師科技

智趣王數位科技



9789869551922 永遠在他方: 施叔青的「台灣三部曲」林芳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523 離家到遠方 張真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4530 神與性: 聖經究竟怎麼說 麥可.庫根(Michael Coogan)著; 黃恩霖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0346 英單解碼勝經 褚承祺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1045 (基礎)緬甸語入門: 搭配英語發音輕鬆學彭霓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8826 2018古董 古董編輯委員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890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2, 圓夢的領航先鋒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15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4, 微型創業的力量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22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5, 堅持初衷的熱情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39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6: 創業的經驗分享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46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7, 超越自我的人生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70808 溝通障礙實證本位服務手冊 Chris Dollaghan作; 蔡孟儒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15 自閉症新突破: 自閉症新突破 Raun K. Kaufman作; 曹純瓊, 郝佳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22 幼兒園教材教法 鄭博真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70846 殯葬儀式的心理分析 黃棟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53 嬰幼兒托育機構健康安全教保工作指引唐紀絜, 林金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60 以遊戲為核心的課程 Judith Van Hoorn等作; 王全興, 周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77 從小女工到教授的奮鬥之路 蔡淑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84 語言發展導論 Robert E. Owens Jr.作; 林玉霞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891 楽しい50音: ひとりでできる文字練習手帳: ひらがな清音吳敏玲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華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優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羅文化公司



9789864470907 政策終結之研究: 以高雄市試辦國中生自願就學輔導方案為例舒緒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914 仙佛說故事: 台灣善書小說選 張之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921 搭建感覺統合橋樑: 治療自閉症及其他廣泛性發展障礙兒童Paula Aquilla等作; 曹純瓊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938 我愛科學 賴昭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70945 啟彬老師行動教室: 36堂課即興解密. 節奏篇謝啟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7253 人脈存摺 西田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60 這樣思考人生就會不一樣 弦月如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77 老二哲學 享受低調 弦月如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284 素女經白話今解 臥龍村人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47291 古代帝王回春術 臥龍村人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641517 一生受用的猶太人家教 孟達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13342 活樂金門生活智慧 王水彰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8193 地下皇帝之鳳凰特典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698 奸相盼妻歸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04 福星禍美人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11 嫡女麻煩大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28 逃家有豔遇 凡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35 前妻,再次指教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42 愛上妳是宇宙定律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59 今天不結婚 夏晴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66 執行長心花開 深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73 嬌娘撩夫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80 娘子得寵又賣乖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797 燦爛的極道生活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03 貓奴的報償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10 夫人的暴力美學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27 秀女升職記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34 私房情人是副總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41 村花有財氣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58 密探有點忙 裘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65 鎮店女朝奉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72 戀上好天氣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新Book House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萬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月文化



9789862888889 判官大人的初戀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896 霸愛大律師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02 粿女當紅 七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19 養妻趁早 元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26 擁妻自重 葉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33 春神的祭品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40 花郎真無害?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57 春宵愛不眠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64 執行長,這算告白嗎?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71 一品妙妻 簡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88 閨女鬧皇宮 瑪奇朵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8995 澡堂小娘子 春野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08 聚財巧婦 唐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15 大人有福了 田芝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22 他和她的祕密房間 米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39 閨蜜老公 米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46 地下搞曖昧 喜格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53 棉花糖女孩 花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651 孩子的感覺統合&語言能力遊戲: 權威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專為幼兒打造的50個潛力開發遊戲書張宥靜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68 權威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專為幼兒打造的50個潛力開發遊戲書. 2: 孩子的邏輯思考.口語表達.社交遊戲張有敬著;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75 圖解 自閉症類群障礙ASD 宮本信也著; 葉雅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82 權威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專為幼兒打造的41個潛力開發遊戲書. 4: 孩子的提升想像力&創意思考遊戲張有敬著; 賴姵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2699 權威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專為幼兒打造的61個潛力開發遊戲書. 3: 孩子的肢體發展&視覺刺激遊戲張有敬著; 賴姵瑜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979 Bonjour!可愛喲!超簡單巴黎風黏土小旅行: 旅行x甜點x娃娃x雜貨: 女孩最愛の造型黏土BOOK蔡青芬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8986 基礎x應用: 手作超唯美の梭編蕾絲花樣飾品BOUTIQUE-SHA授權;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8993 玩創意!自己動手作可愛又實用的71款生活感布小物BOUTIQUE-SHA著; 童蕙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05 寶貝最愛的可愛造型趣味摺紙書: 動動手指動動腦x一邊摺一邊玩いしばしなお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12 每日的後背包 BOUTIQUE-SHA著; 廖紫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29 超精選 有131隻喔!簡單手縫可愛的不織布動物玩偶BOUTIQUE-SHA著; 莊琇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36 手縫可愛の繪本風布娃娃 BOUTIQUE-SHA著; Alicia Tung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43 自己輕鬆作簡單&可愛的收納包: 從基本款開始學作61款手作包BOUTIQUE-SHA著; 苡蔓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993 超越二十八重天正行 仁千根上, 釋心佛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新心佛園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新手作



9789869604901 佛說海龍王經淺釋 仁千根上.釋心佛講述; 金剛慈智上師紀錄.整理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04918 超越二十八重天前行(三摩地): 超出三界、脫離六道的修行指引仁千根上, 釋心佛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02246 必勝!微軟MOS國際認證: 2013大師級精選教材(Excel大師)黃國修, 黃宜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083 餐旅概論總複習 張凡筑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106 初級日本語會話 葉正德編著 三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303267 蔬果切雕技法與盤飾 周振文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3397 音樂欣賞: 樂來樂有趣 莊淑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427 內外科情境模擬與OSCE的綜合應用王淑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496 創意激發: 幼兒教具的設計與製作王昱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502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視覺光學王婕, 王順寬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03519 實證護理 穆佩芬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526 專業關懷指引 曾鏵森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533 化學性作業環境監測: 含甲、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陳淨修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3540 新編毛詩韻讀 丘彥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557 實用有機化學 楊朝成, 王貴弘, 何文岳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56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3571 護理行政 林秋芬等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303588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 歷次學術科試題暨解析彙編陳淨修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595 全方位驗光人員應考祕笈: 眼球解剖生理學及眼睛疾病蘇俊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601 觀光資源實務與理論 吳偉德,林水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625 肉製品加工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必勝寶典曾再富, 林高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632 餐旅會計學實務 林珍如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3649 職場英文 陳愛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656 國際禮儀 林慶弧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663 醫護倫理與法律: 案例分析 屈蓮, 李柏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670 初級日本語會話 葉正德編著 三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4303687 Altium Designer電路設計國際認證-使命必達程兆龍, 張義和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303694 產科護理學 周雨樺等編著 第九版 精裝 1

9789864303700 身體檢查與評估指引 陳翠芳等編著 第三版 其他 1

9789864303717 烘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試題精析: 含麵包職類、西點蛋榚職類、餅乾職類吳青華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303724 藥理學 蔡秋帆, 湯念湖, 王耀宏合著 第七版 其他 1

9789864303731 品格教育與服務學習 徐舜彥, 黃苓嵐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748 溝通色彩學: 四季基因色彩系統診斷詹惠晶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755 空氣污染防制理論及設計 鄭宗岳, 林鴻祥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3762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教戰指南黃秋蓉, 蔡明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779 新職業安全衛生概論 李金泉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03786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兒科護理學羅高文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303793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內外科護理學新文京編輯部, 林靜佩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303809 美容衛生與化妝品法規 蔡琦, 徐珮清, 王素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816 微電腦應用實習 張義和, 程兆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文京開發



9789864303823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病理學 朱旆億, 李進成, 郭雅雯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4303830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微生物學與免疫學賴志河等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4303847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解剖生理學李意旻, 吳泰賢, 莊曜禎編著 第十一版其他 1

9789864303854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社區衛生護理學陳美滿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4303878 視光藥理學 黃建才, 林穎志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885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護理行政 林素戎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303892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精神科護理學徐瑩媺, 李怡賢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4303908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產科護理學孫瑞瓊, 吳淑美, 蔡金杏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4303915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基本護理學張玉珠, 王玉真編著 第十版 其他 1

9789864303922 全方位護理應考e寶典: 藥理學 黃安正等編著 第八版 其他 1

9789864303939 國際關係與世界文化 朱介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946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編著 四版 其他 1

9789864303953 動力學 戴澤墩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03960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實務演示全攻略歐美琳等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303977 簡明傳染病學 王凱淞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303984 人體生理學 馬青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303991 FPGA晶片設計實務 張義和, 程兆龍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055514 智取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術科破解攻略李秉穎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538 高普考建築工程營建法規 Wei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055569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A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576 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 B 詹氏書局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583 木車旋入門 林耿毅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5606 營建法令輯要. 106年度 詹氏書局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7055613 3D圖解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篇謝仰泰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7055620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一本專為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書王英欽編著 四版 精裝 1

9789577055637 城與鄉 彭光輝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055651 建築物理概論 陳啟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972 會說話的文學經典: 每天讀一點三十六計東籬子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89 白天黑夜都愛玩的腦力開發遊戲 陳曉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3996 首爾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2018年版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07 白天黑夜都愛玩的趣味科學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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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5301 當代小丑: 去給予愛和接受愛的勇氣阿雷西歐(Alessio Di Modica), 黃冠螢編著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當代小丑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55

送存冊數共計：55

詹氏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新文創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2743 富爸爸窮爸爸快錢. 1, 如果圓規的兩隻腳都在動 永遠也畫不出一個圓滿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50 富爸爸窮爸爸快錢. 2, 真正的耳聰是能聽到心聲 真正的目明是能透視心靈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67 富爸爸窮爸爸快錢. 3, 不要拿贏家跟自己比較 你並不知道他佈局得曲折離奇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74 富爸爸窮爸爸現金流. 1, 非暴走雞: 嫁雞隨雞土雞變金雞 嫁狗隨狗土狗是忠狗戴萌(Jan Diamon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81 富爸爸窮爸爸現金流. 2, 這個世界就像彩虹一樣 夢想與財富要靠方向與機會實現戴萌(Jan Diamon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798 富爸爸窮爸爸現金流. 3, 人們專注於消失的機會太久 以致於錯過了新機會而更苦戴萌(Jan Diamon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04 榮格投資心理學: 生命中的重大問題是無解的 人們只能在成長中超越它史立姆(Geoffrey Sli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11 佛洛伊德投資心理學: 當你做小決定時可依靠大腦 做大決定時應依靠潛意識史立姆(Geoffrey Sli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28 K線<>: 失敗與成功的界線很細 細到我們踩在線上時都察覺不到史立姆(Geoffrey Sli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35 我只是化作千風: 淨葉不沉: 不要被12種東西所控制 過去 私心 神棍 金錢和恐懼雷門(Stephen Lev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42 我們關關難過關關過: 事事難成事事成 年年難做年年做 節節高升節節升雷門(Stephen Lev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59 雪晚林邊歇馬7種人生: 人要有理想但不可過度幻想 人要有工作但不可過度勞作畢紹普(Jared Bisho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66 ERG需要理論楢山節考: 雖然已經準備好犧牲了 但我仍寧可拖晚一點再當烈士雷門(Stephen Lev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73 真正偉大的公司: 大立光 不要說奮鬥是徒勞的 辛勞和創傷白費無功 大地已被照亮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80 K線逮到股價升降機: 當他開始買進一支標第時 股價就像電梯的開始上升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897 官僚組織的12大發明: 事實往往比小說更複雜 真相常常比數字更糟糕雷門(Stephen Lev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03 鄭淑雲寫給孩子的一封信: 一個人最難做到的是 意識到自己並非中心 而只是在邊緣張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10 蒙面法西斯與法西斯之戰: 別只是羨慕名人的神力 要抓住他神奇經歷的訣竅史立姆(Geoffrey Sli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27 像德蕾莎修女的無論如何: 抱怨就像騎木馬 它讓你有事可做 但不會往前進一步雷門(Stephen Lev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34 藍契斯特法則K線報酬: 職場人生太短不要明白太晚 真實人生太長不必明白太早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41 羅盤分層圖解: 他們為何成為大富翁?謙卑謙卑再謙卑 阿諛阿諛再阿諛司馬維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58 鐘擺效應與波浪哲學: 最有價值與意義的歷史 乃是我們現在正在創造的歷史戴萌(Jan Diamon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89 KD富爸爸窮爸爸. 3, 有別人鼓勵還不奮鬥是智者 拿別人資助還不奮鬥是騙者畢紹普(Jared Bisho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65 KD富爸爸窮爸爸. 1, 當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榮耀時 也是你腳步忙亂鑄下大錯時畢紹普(Jared Bisho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72 KD富爸爸窮爸爸. 2, 清醒意味著退縮辨別和反對 酣醉意味著擴張一致和贊同畢紹普(Jared Bisho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2996 多頭排列與空頭排列: K線運籌帷幄之中 籌碼決勝千里之外 不戰而屈人之兵畢紹普(Jared Bishop)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09 華盛頓穩健致富110則: 工作時的態度決定擁有什麼 閒暇時的氣度決定是什麼人史立姆(Geoffrey Slim)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16 折舊性資產K線大富: 憤懣與失敗是孿生兄弟 希望與厄運是忠實姐妹布洛貝爾(Fried Blob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23 12種人生K線七種賺: 小商人盯著財報賺取利潤 大商人盯著信用賺取人心布洛貝爾(Fried Blob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30 增值性資產K線小富: 每天給腳下墊一張鈔票 總有一天會達到你想要的高度布洛貝爾(Fried Blob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47 本間宗久翁日線圖: 金錢買不到幸福 但當你很悲慘時 金錢能讓你很舒服布洛貝爾(Fried Blob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61 興登堡警訊K線暈眩: 有研究做功課賭博也是投資 沒研究無功課投資也是賭博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54 KD值隨機指標: 貓頭鷹: 摸著石頭過河 也要站在上帝的一邊雷門(Stephen Levi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78 K線波浪理論: 馬在鬆軟的地上易失蹄 人在甜言蜜語中易摔跤傅利曼(Andrew Friedm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85 關鍵績效指標KPI: 不要在五斗櫃後面摻用三合板 即使它永遠不會被人發現戴萌(Jan Diamon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092 中國羅盤五十層: 此地若是不發是毫無地理 此人若是大發是毫無天裡納蘭奉先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08 杜拉克投資學: 擇時: 有蜜月效應 也有假死狀態 南加州從來不下雨畢紹普(Jared Bishop)著 第5版 平裝 1

9789863913115 羅盤紫白飛星: 大富大貴大發的秘密: 時來天地皆同力 運去英雄不自由高原豐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22 諾貝爾投資學: 諾貝爾獎奪獎的秘密...必須挺資本主義 不能挺社會主義布洛貝爾(Fried Blob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39 帶羅盤看風水: 你能成為大富翁嗎?讓世界為你所用 而非你為世界所用藏燾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史子集



9789863913146 祖魯法則第12張王牌: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大事的 但可以把小事做成大愛哈蒂德(Grant Hadi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53 富爸爸窮爸爸看恩格爾:革命絕對不應是瑣細小事 但它卻是起緣於瑣細小事哈蒂德(Grant Hadi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60 用王道致窮 用霸道致富: 破產只是一個人的暫時處境 貧窮才是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哈蒂德(Grant Hadi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77 中輟生致富 大學生致窮: 你做錯失敗幾次並不重要 你只要有一次做對了就行了哈蒂德(Grant Hadid)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84 洛克菲勒給兒子的39封信: 別人是靠天賜的運氣而活著 但我是靠策劃的運氣而發達卡爾登(Albert Cardo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191 零基預算ZBB受寵K線:真想要做事就會找到方法 不想做某事只會找到藉口卡爾登(Albert Cardo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07 金髮女孩K線三隻小熊:有題材的夢最美 但童話故事的完美情節不可能持續下去卡爾登(Albert Cardo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14 世界銀行退休保障五支柱: 男人過了50歲只剩下一張嘴 過了60歲只剩下兩個會硬巴奈特(Kartin Bar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21 高手揭秘21點贏錢技巧: 如果上帝賦予我財富和美貌 我會讓你無法離開我的巴奈特(Kartin Bar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38 世上充滿了要像傻子募款的計劃: 智過十人為傑 智過百人為豪 智過千人為俊 智過萬人為英巴奈特(Kartin Bar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45 做地表上最有錢的男人: 一個非常愛錢財的俗人 是很難也同樣非常愛他的兒女的巴奈特(Kartin Bar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52 創業=創新+商業化+X: 狼王有成功學不願傳授 股王有失敗學很想傳授巴奈特(Kartin Barnet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69 別做地表上最有錢的女人: 盡一切可能來主導願景成真 沒有偉大成就是偶然發生的史谷寧(Robert Schon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76 明斯基時刻 機會與威脅: 鳥下得蛋愈是不圓愈能高飛 士下得棋愈能等待愈有高招史谷寧(Robert Schon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83 蛛網理論K線狙擊手: 成為大富翁的最大成就 是在賺取千萬財富的夢幻旅程史谷寧(Robert Schon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290 教父達里歐無情投資術: 有錢可做領導 使朋友喜悅 使敵人驚愕 使個人魅力四射史谷寧(Robert Schon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06 開店經商馬上賺立即發:困難的事物立刻辦到 不可能的事物多花幾分鐘辦到史谷寧(Robert Schon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13 一生中最重要的6種經驗:有許多人搶著陪你坐豪華車 但也有願意陪你搭公車的人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20 門薩俱樂部的矛頭指向: 承襲信譽血統 敢於凌駕傳統 面對懸崖跟前 勇於放手一搏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37 阿德勒人生6道習題:只是一個人的意義是沒有用的 真正的意義在與人交往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44 卡夫卡在<>之中:遇到大理石蘊含著美麗雕像 清掉灰塵累贅它就明白顯現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51 卡夫卡在<>之後: 他讓瀕臨倒閉者起死回生 他讓不可一世者更加偉大羅金(Henry Rog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68 追逐泡沫變成投資勝經: 照耀人生的燈不只是理性 引導生命於迷途的手杖是良知羅金(Henry Rog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75 我一直財源滾滾有如天助:因為神知道我會用金錢財富 及時出手神救援受苦的民眾羅金(Henry Rog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82 莎士比亞也投機投資: 有耐心圓滿達成簡單工作的人 才能達成更困難的進階羅金(Henry Rog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399 浪漫主義與保守主義: 人生舞台沒有彩排 每一場都是現場直播 時機錯過不會白過羅金(Henry Rogi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05 最精銳的17條投資箴言:魔鬼只能藏在細節裡 要有孔雀引路 魔鬼才進得了天堂馬提斯(Bruce Matt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12 亞馬遜稱霸有領導心法: 有些葡萄酒會隨時間變得香醇 但首先葡萄本身就必須是好的馬提斯(Bruce Matt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29 K線達摩克利斯之劍: 成功的人不滿意自己的面子 失敗的人不滿意自己的影子歐梵德(Alfred Ovid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36 史上最優的5個理財祕訣:開弓沒有回頭箭 創業關頭勇者勝 但結盟不必說結到底歐梵德(Alfred Ovid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43 價量關係K線大圖: 內部人持股增減最怕人知 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馬提斯(Bruce Matt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50 權證期貨選擇權有聖盃: 當時不瞭解這一步就是千里 後來又盲信那千里就是一步馬提斯(Bruce Matt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67 李佛摩爾七大策略: 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沒有卑下 只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罷了歐梵德(Alfred Ovid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74 彼得林區投資學: 品德能彌補財富上的缺陷 財富填補不了品德上的空白卡爾登(Albert Cardo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81 面子與臉投資學: 臉會老面子不老 還有兩個不會老 一個是嘴皮 一個是人心歐梵德(Alfred Ovid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498 八種已進化的人類: 生時願像火花綻放德澤大眾 死時願像雪花飄零潤澤大地歐梵德(Alfred Ovid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04 海螺法雙倍所得投資術: 過多的信任在當時是愚蠢 過多的不信任後來是災難卡爾登(Albert Cardon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11 冰鑑:鐵飯碗與金飯碗:如果你不規劃自己的人生 你將落入別人的規劃之中馬提斯(Bruce Matti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28 卡夫卡在<>之前:世人與生俱來的欲望要把支出超過收入 這是進步的刀刃皮塞克(William Pesek)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535 凱因斯投資三論x3:敏感並不是智慧的唯一證明 傻瓜或瘋子有時也很敏感哈蒂德(Grant Hadid)著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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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送存冊數共計：80

新北市三德畫會



9789868740310 畫吉祥: 三德畫會佛畫專輯. 第二輯[新北市三德畫會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604 樹林!咱ㄟ故事 王義榮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686 運籌視野之供應鏈管理 John J. Coyle C.等著; 袁正綱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693 計算機概論 Misty E. Vermaat等原著; 陳玄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216 國際財務管理 Jeff Madura原著; 李隆生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8223 大地工程原理 Braja M. Das, Khaled Sobhan原著; 黃安斌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8230 微積分 Ron Larson, Bruce Edwards原著; 張海潮, 林延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8247 臨床心理學 Timothy J. Trull, Mitchell J. Prinstein著; 游恆山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8254 國際企業: 管理與策略 John B. Cullen, K. Praveen Parboteeah著; 楊慎淇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8261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Peter J. Dowling, Marion Festing, Allen D. Engle, Sr.著; 胡承楷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508278 聽語症候群臨床必備手冊 Robert J. Shprintzen著; 劉樹玉, 陳郁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8285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concise authors 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10th ed. 平裝 1

9789869508292 媒體ING: 認識媒體、文化與科技 Joseph Straubhaar, Robert LaRose, Lucinda Davenport原著; 林日璇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86108 儀器分析(精華版) Douglas A. Skoog,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著; 方嘉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6115 心理學: 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Wayne Weiten, Dana S. Dunn, Elizabeth Yost Hammer原著; 陸洛, 高旭繁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586115 心理學: 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Wayne Weiten, Dana S. Dunn, Elizabeth Yost Hammer原著; 陸洛, 高旭繁編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586122 English for your career author Tae Kudo, Joseph Henley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586139 English for your career author Tae Kudo, Joseph Henley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586146 English for your career author Tae Kudo, Joseph Henley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586153 高等工程數學 Peter V. O'Neil原著; 黃孟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86160 Listening pro author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er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86177 Listening pro author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er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86184 Listening pro author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er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86191 Master the new TOEIC® test author Ben Adams,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er其他 第1冊 1

9789579282024 Master the new TOEIC® test author Ben Adams, Joseph Schier, Jamie Blacker其他 第2冊 1

9789579282031 Advance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Peter V. O'Neil原著 1st ed. 平裝 1

9789579282048 工程數學 Peter V. O'Neil原著; 黃孟槺, 郭姿君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282055 總體經濟學 Robert J. Barro, Angus C. Chu, Guido Cozzi著; 王銘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282062 微積分(精華版) Ron Larson, Bruce Edwards原著; 張海潮, 辛靜宜編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9282079 Essential calculus: early transcendental functionsRon Larson, Bruce H. Edwards[作] 平裝 1

9789579282086 Essential calculus(metric version) James Stewart[作] 平裝 1

9789579282093 Fundamentals of orgamic chemistry John McMurry[作] 平裝 1

9789579282109 Phys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作]平裝 1

9789579282116 Phys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ith modern physicsRaymond A. Serway, John W. Jewett Jr.[作]平裝 1

9789579282123 統計學 Gerald Keller原著; 顏慧, 丁淑方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9282130 統計學: 基礎與應用 Gerald Keller原著; 顏慧, 丁淑方譯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樹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9789579282154 Essential calculus: early transcendental (metric version)author James Stewart 1st ed. 平裝 1

9789579282161 應用微積分 Daniel D. Benice原著; 王景南等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00681 教養之託付: 日本文庫本淵源 徐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467 七月半. 三 ∞0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0474 無常鬼 Nofi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0481 我是獨角獸 澈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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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691780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8許鳳如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466 工業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導會論文集. 2017魏乃捷等200篇論文作者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31027 The Survival Path of Humanity Wang Tzu Kuang[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49136 愛.旅行: 科學觀 謝迺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58344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譯 一版 精裝 1

9789577858351 地理水法全成 張丙琳輯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858368 佛說萬佛名經 (元魏)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58399 滴天髓闡微 任鐵樵增注; 袁樹珊撰輯 3版 平裝 1

978957785840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手抄本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412 妙法蓮華經 孫藩聲註釋 3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工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聖母醫專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6

遊目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成



9789577858429 斷易大全 余興國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436 斷易大全 余興國編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858450 傾聽小靈魂的心聲 林顯宗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7858467 心靈基因改造 林顯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474 企業心靈基因改造: 心的經營與管理林顯宗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481 佛說萬佛名經 (元魏)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二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7858498 正一天師秘笈 洪振峯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7858504 宋明耕織圖及其竹枝詞之研究與斠理周安邦著 1版 平裝 1

9789577858511 傳統養生體功法今說 賴仲奎編述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528 太上黃庭經(國語注音版) 一版 其他 1

9789577858535 達摩一掌金 釋一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58542 達摩一掌金 釋一行禪著; 王聖文編註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58559 胡一鳴命理精論 胡一鳴著 四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7858566 胡一鳴命理精論 胡一鳴著 四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5472 娃娃看天下: 不公平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95489 娃娃看天下: 地球還好嗎?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28 娃娃看天下: 我們這一家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66 娃娃看天下: 歡迎來上學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997 娃娃看天下: 戰爭與和平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07 娃娃看天下: 我討厭喝湯!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21 娃娃看天下: 世界原來如此!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38 娃娃看天下: 永遠的好朋友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0690 娃娃看天下 季諾(Quino)著; 葉淑吟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601221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 艾林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9601238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著; 緋華璃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01252 守護書的貓 夏川草介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269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茱莉亞.薩爾達(Júlia Sardà)圖; 朱浩一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01276 爸爸,你為什麼愛我? 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著; 戴芬妮.杜朗(Delphine Durand)繪;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1283 媽媽,我為什麼存在? 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著; 戴芬妮.杜朗(Delphine Durand)繪; 穆卓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1290 我為什麼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著; 戴芬妮.杜朗(Delphine Durand)繪; 穆卓芸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3109 我為什麼要上學? 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著; 戴芬妮.杜朗(Delphine Durand)繪; 陳太乙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3116 漫畫原來還可以這樣看: 藝術形式再進化史考特.麥克勞德(Scott McCloud)著; 郭庭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68075 英國社會企業之旅: 以公民參與實現社會得利的經濟行動劉子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968372 解?套?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時代挑戰陳淞山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新自然主義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907 客家禮俗範本 謝興隆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87907 客家禮俗範本 謝興隆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12053 入門小樹盆栽枝法: 史上第1本`全彩插畫解說書盆栽世界編輯部編著; 林麗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21 蒸氣烤箱魅力料理 技術教本 旭屋出版編輯部作; 張俊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38 百變造型: 漫畫人物髮型技巧書 STUDIO HARD Deluxe作; 劉蕙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45 第一次就擠出夢幻花蛋糕 長嶋清美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52 嚴選「本格燒酎」手帖 出倉弘子編著; 謝逸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69 邂逅貝多芬 中山七里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76 「和食」超基礎圖解 野崎洋光作;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83 定植與播種 豐收密技 木嶋利男作;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190 打造我的迷你盆栽樂園 群境介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06 咖啡女子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13 打造有機自然生態庭園 曳地トシ, 曳地義治作; 李明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20 咖啡師的特調魔法Creative Drink 野里史昭編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37 圖解忍者大百科 山北篤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44 大師如何設計: 廚房空間舒適美學X-Knowledge Co. Ltd.編著; 李明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51 完美基底 帶出蛋糕精緻美感 熊谷裕子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68 蓬蓬毛絨球 做出可愛小動物 伊藤和子著; 胡毓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75 平底鍋烤出香軟手撕麵包 高山和惠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82 3D格局教科書 建築家住宅會編著; 李明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299 冷凍常備調理包 倉橋利江著; 龔亭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05 世界的鄉土甜點 林周作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12 蔬果切雕極致技法集 平野泰三, 平野明日香作; 林麗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29 英國媽媽的家庭烘焙坊 島澤安從里著; 葉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12343 木造住宅的實用結構工法圖鑑 X-Knowledge Co. Ltd.編著; 李明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72213 生活與命運 瓦西里.格羅斯曼著; 力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272244 王牌對決: 御手洗潔對福爾摩斯 柄刀一著; 阿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251 埋伏 松本清張著; 賈英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275 我不會寫小說 中村航, 中田永一著; 伊之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282 西西里人 馬里奧.普佐(Mario Puzo)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299 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 窪美澄作; 許金玉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305 絲綢之路 劉迎勝著 平裝 1

9789862272329 終點站殺人事件 西村京太郎作; 李方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272336 絮語四季: 大自然生命的悸動 D.C.皮阿提(Donald Culross Peattie)作; 陳蒼多譯平裝 1

竹縣關西鎮禮俗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瑞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新雨



9789862272343 事故: 別冊黑色畫集 松本清張著;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72350 侏羅紀公園. 2: 失落的世界 麥克.克萊頓作; 祁阿紅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930 捷運底下是異世界 宿人陣雨文;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 其他 1

9789869398947 蓮瑚物語 秀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98954 蓮瑚物語: 顛影魔境. 01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文 其他 1

9789869398961 蓮瑚物語: 顛影魔境. 02(篇完結) 輕小說冒險工廠圖.文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87863 從現在教育試析楞嚴經 楊永慶作 精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1096 林慶彰教授著作目錄(一九七五-二0一七年六月)張晏瑞, 陳水福原編; 廖威茗, 毛祥年增補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119 袖珍型<>課誦本暨「臨終開示」(全彩版)果濱編撰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81188 景印香港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 第一至三十卷林慶彰, 劉楚華總策畫; 翟志成主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4781201 蔡沈<>經典化的歷程: 宋末至明初的觀察許育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32 殷栔新詮引言注 魯實先著; 王永誠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49 物我交會: 古典文學的物質性與主體性李瑞騰, 卓清芬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56 邊緣之記 邱珮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63 近代日本<>詮解流變 金培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70 <>構形研究: 兼論所見<>未收字 李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287 王大智作品集 王大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331 新亞論叢. 第十八期 《新亞論叢》編輯委員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355 <>書類文獻研究 高佑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492 新梅花易數(簡體字版) 張耀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515 「88」陰陽雙螺旋系統之建構: 以科學、哲學與神學作通貫性研討陳滿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2958 慈濟建築及其宗教精神 林文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965 心光有愛: 映照生命的幽谷 林幸惠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972 男丁格爾2.0 慈濟護理男丁格爾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92989 茶知錄: 台灣茶葉拼圖 潘美玲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經典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落雨藝術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新店華嚴精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聖狐動漫工作室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406 三毒 何銘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763 臭臉的歲月: 我好懷念孩子擺臭臉的那段時光汪培珽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16315 寫好作文一點都不難: 段落的結構安排技巧曾長泉, 王菁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322 爺爺是80歲的小孩 盧慶實文; Park ji eun圖; 林建豪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339 化學偵探: 尋找消失的天才 金善姬作; Tobateeh繪; 凱翔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4516346 哈囉!小梅子 LEE Vin作.繪; 林建豪譯 一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4516360 兩個兒子一個爸 李光福作; 星期一回收日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4516377 手相與占卜: 祕密大公開 ゆきまる作; 千未羽譯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320 男子理髮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突破[群英出版]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5337 旅館客房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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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45344 烘焙食品(麵包項、西點蛋糕項、餅乾項)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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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2066 80/20法則: 刑法分/爭1次解決. 總則篇柳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2165 刑法總則 艾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301 刑法總則. 呈 李允呈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2592 警察情境實務 (含分類題庫與申論解析)特烤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684 勞動社會法 忙 郭羿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2981 刑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2998 3Q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戴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001 3Q民法(身分法)解題書 林青松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018 3Q刑法解題書 陳介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025 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032 3Q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解題書 江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049 考前30天犯罪學.監獄學.監獄行刑法 拆題霍華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056 刑事訴訟法: 速成兵法 楊律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063 3Q民法總則解題書 燕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070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Q&A保成名師聯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3087 3Q民法(身分法)解題書 關新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群英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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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苗文化



9789864813094 智慧財產權法: 道 楊廣, 安潔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117 考前30天 刑法概要(總則)拆題 柳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124 民法(申論題)解題書 裕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131 公務員法-全彩心智圖表 李嵐編著 一版 其他 1

9789864813155 考前30天 刑法概要(分則)拆題 柳震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162 民法(親屬、繼承) 袁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179 3Q民事訴訟法 解題書 王俊翔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366 做第一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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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789869564373 孩子的教育 日常老和尚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9567 細看常玉 誠品畫廊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1078 林熺俊2017創作作品集: 詩性空間的穿越[林熺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115 頻率對了,愛情不請自來!: 提升愛情能量的62個心靈處方李天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122 與你的內心小孩成為好麻吉: 情緒療癒的八個強效配方李天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3747 女英雄的靈性追尋: 進入妳女性力量的神聖旅程,扭轉未來莎拉.阿凡特.史多福(Sara Avant Stover)著; 李芸玫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3754 女英雄的靈性追尋: 進入妳女性力量的神聖旅程,扭轉未來莎拉.阿凡特.史多福(Sara Avant Stover)著; 李芸玫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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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娃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503785 女人的身心療癒地圖 塔咪.琳.肯特(Tami Lynn Kent)著; 鍾尚熹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3792 古埃及神圖塔羅牌 白中道(Dounglass A. White)作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404 新世紀幼兒教育與教育創新 翁福元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54502 移民特考試題大補帖(移民行政類)普通+專業. 2018(105-106年試題)三、四等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誠品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愛思創幼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鼎茂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思惟人文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9789863454519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調查工作組)普通+專業. 2018(103-106年試題)三、四等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526 調查特考試題大補帖(法律實務組)普通+專業. 2018(101-106年試題)三等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63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法). 2018(105-106年試題)三、四等文心, 陳理, 筱喻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663 環境化學與環境微生物學分章題庫石濤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3454670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解說陳火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454717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機械設計). 2018(103-106年試題)三、四等祝裕, 莊仲編, 姜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724 最新電子學寶典 劉人傑, 鄧茗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454731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 2018(100-106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5474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2018(104-106年試題)三、四等李祥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755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通信與系統). 2018(99-106年試題)三、四等項揚, 余宏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762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機械類)共同+專業. 2018(101-106年試題)李華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77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 2018(102-106年試題)洪捷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786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儀電類)共同+專業. 2018(101-106年試題)李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79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用). 2018(101-106年試題)林偉, 張逸, 羅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09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 2018(103-106年試題)林偉, 張逸, 羅文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16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資訊類)共同+專業. 2018(101-106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23 高普特考講重點(環境微生物學) 石濤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4847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電機類(甲)). 2018(101-106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54 高普特考講重點(環境化學) 石濤編著 平裝 1

9789863454861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環工類)共同+專業. 2018(101-106年試題)紫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78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人資類). 2018(101-106年試題)紫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85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公共政策). 2018(99-106年試題)李以德, 禾宜, 巴奈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892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政治學). 2018(103-106年試題)高聞, 衛彬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08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行政學). 2018(103-106年試題)高聞, 高仲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15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政風類). 2018(102-106年試題)紫彤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22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 2018(財會類)共同+專業(101-106年試題)Jacoa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39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類)共同+專業. 2018(101-106年試題)Jacob Wu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46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技師). 2018(101-106年試題)鼎茂研究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53 高普特考試題大補帖(廢棄物處理工程)三、四等. (102-106年試題)何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60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微積分). 2018(104-106年試題)歐大亮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4977 警報與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總整理林文興, 林坤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54991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物理). 2018(104-106年試題)郝龍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011 大學轉學考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2018(106年試題)楊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028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文、英文. 2018(106年試題)三、四等王箏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042 公職考試2018試題大補帖(法學知識)(含綜合法政知識、法律常識、法學大意)(106年試題)三四五等陳理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455059 提綱挈領學統計 張翔, 廖崇智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4180 翁家祥老師的韓語發音習字書 翁家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4197 林嘉凌 薔薔首本寫真: Confidence is Beauty林嘉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49905 薇薇的愛Dating with VIVI許薇安寫真書許薇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9912 叫我真男人 大谷主水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匯展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459 星謎檔案. 2, 瞬移交鋒 艾米.考夫曼(Amie Kaufman), 杰.克里斯朵(Jay Kristoff)著; 翁雅如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336480 別在該動腦子的時候動感情 采薇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497 小國也可以偉大: 我在奧地利生活學習的第一手觀察楊佳恬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03 風之影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Carlos Ruiz Zafón)著; 范湲譯二版 平裝 2

9789861336510 蜜蜂與遠雷 恩田陸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27 暗室裡的光: 勵馨走過三十年 趙慧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34 繆斯的聲音: 當代世界女性詩 李敏勇編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41 東京,若即若離 蔣方舟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58 只想回到你身邊 布魯斯.卡麥隆(W. Bruce Cameron)著; 蘇瑩文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65 我媽的異國婚姻 陳名珉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0534 吉田式II: 球形關節人偶製作指導書吉田良作;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0534 吉田式II: 球形關節人偶製作指導書吉田良作; 吳冠瑾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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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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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73283 皮革工藝. vol.36, 經典皮包、小物高橋矩彥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290 型男時尚解剖圖鑑 MB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06 魅惑型男繪畫講座 つよ丸作; 顏嘉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13 動漫奇幻人物資料集 両角潤香, みずなともみ作; 楊詠晴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20 Sous Vide真空低溫烹調 舒肥機料理百科湯瑪斯.N.英格蘭作; 游惠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37 東京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編集; 木木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51 經穴大全(大字版) 坂元大海, 原島廣至作; 林倩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68 大相撲解剖圖鑑 伊藤勝治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75 地表最強!宅宅專用收納術 玄光社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82 北海道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編集;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399 全日本高速公路自由行 昭文社編集;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05 啤酒小詞典: 萬用豆知識. 2 リース恵実圖文;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12 117種!恐龍圖鑑大百科 平山廉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29 吉田良: 球形關節人偶製作指導書吉田良作; 蔡婷朱, 吳冠瑾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773436 精品紅茶學 磯淵猛作;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43 東日本鐵道假期 櫻井寬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50 西日本鐵道假期 櫻井寬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67 沖繩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74 二戰軍裝繪畫技法&資料集 上田信作;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81 資深動畫師的10分鍾美女素描法 吉田徹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498 戰車情景模型製作教範. 2, 車輛&．建築物篇吉岡和哉作; 楊家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04 人生何苦,差不多就好 心屋仁之助著;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20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73672 東京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林倩伃,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773689 京都參訪自由行全攻略 昭文社作; 陳聖怡, 鄒玟羚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03305 創新感性設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陳錦江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30401 微積分. 先修篇 徐世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425 經濟學: 生活世界之讀解 王鳳生, 李仁耀, 陳思慎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630449 顧客關係管理: 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陳德富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630456 微積分 蔣俊岳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30463 資料結構 戴顯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470 建立安全社會網: 風險管理與保險張士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487 微積分 林清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494 向量演算學及其應用 陳長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500 高分子流變學 李迎龍, 陳徹, 芮祥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517 壽險公司投資組合、系統性風險與負債避險評估分析張士傑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524 路側安全設計 徐耀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531 專題論文格式自學手冊 彭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30548 閱來越智慧 劉淑爾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6994 RESTful Web Clients技術手冊 Mike Amundsen原著; 賴宥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007 現代Java: 輕鬆解決Java 8與9的難題Ken Kousen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014 AutoCAD 2018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表現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038 Windows Server 2016 Active Directory建置實務戴有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045 挑戰PHP7/MySQL程式設計與超強專題特訓班黃信溢,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其他 1

978986476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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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7069 MOS 2013國際認證應考總複習: For Microsoft Word, Excel, PowerPoint, Access and Outlook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076 精通C程式設計 Stephen G. Kochan原著; 蔡明志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7083 雲端管理與應用MTA Cloud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98-369)趙峻逸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090 14堂蘋果達人的養成課 陳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113 HTML5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國際認證教戰手冊(MTA 98-375): HTML應用程式開發基礎知識王仲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120 電腦網路概論與實務 蕭文龍, 徐瑋廷作 七版 其他 1

9789864767137 鳥哥的Linux基礎學習訓練教材 鳥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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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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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175 第一次玩Mac就上手(High Sierra對應版)蘋果迷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滄海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4

萬能科大



9789864767212 Think Data Structures: Java演算法實作和資料檢索Allen B. Downey原著; 張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243 100%清新療癒水彩戀習書 飛樂鳥工作室原著; 吳嘉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250 用Minecraft創世界!建築與機關設計實戰攻略蔡俊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298 Lightroom Classic CC魅力人像修圖侯俊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304 最新餐飲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H&R工作室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7311 Microsoft MOS PowerPoint 2016原廠國際認證應考指南(Exam 77-729)劉文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359 行動與無線通訊 顏春煌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767380 大數據分析Excel Power BI全方位應用謝邦昌等著 第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7397 精通 Shell 程式設計 第四版 Stephen G. Kochan, Patrick Wood原著; 蔡明志譯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7403 Java SE 9技術手冊 林信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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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427 超簡單!Autodesk Fusion 360最強設計入門邱聰倚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434 輕鬆學Python 3: 零基礎彩色圖解、專業入門孫宏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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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458 讓孩子輕鬆開口的親子英語會話 杉本正宣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465 剖析Google Analytics: 從報表理解到實作Harris先生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472 Python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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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7496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767502 商務軟體應用能力LibreOffice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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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526 Windows Server 2016網路與網站建置實務戴有煒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540 資料結構: 使用C# 蔡明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557 跟我學Photoshop CC一定要會的影像處理技巧: 適用CS6/CC 2018郭姮劭, 何頌凱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564 網路行銷與創新商務服務: 雲端商務和物聯網個案集陳瑞陽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7571 TQC+影像處理認證指南Photoshop CC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7588 內容行銷的王道: 感謝人心,奪人眼球的網路行銷手法大公開成田幸久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595 網頁程式設計ASP.NET MVC 5.x範例完美演繹奚江華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601 新趨勢網路概論 陳惠貞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7618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Excel必學函數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7625 翻倍效率工作術: 不會就太可惜的Google超極限應用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7649 原來我的塗鴉也可以這麼萌! 菊長大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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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663 網頁設計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7試題)林文恭研究室著 其他 1

978986476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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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687 Microsoft MOS Word 2016 Expert原廠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Exam 77-726)王作桓著 其他 1

978986476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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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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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9789864767717 用Micro:bit寫程式: 培養創客與運算思維能力王麗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24 Inkscape+Tinkercad創客教室 桑慧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48 產品領導力: 頂尖產品經理打造出色產品與成功團隊的致勝關鍵Richard Banfield, Martin Eriksson, Nate Walkingshaw原著; 黃詩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55 Arduino物聯網最佳入門與應用: 打造智慧家庭輕鬆學楊明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7779 機器學習入門: 從玻爾茲曼機械學習到深度學習大関真之原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86 使用者經驗的要素: 跨屏時代的使用者導向設計Jesse James Garrett原著; 吳秉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93 Effective DevOps中文版 Jennifer Davis, Ryn Daniels原著; 陳正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809 Python 3.x程式語言特訓教材 蔡明志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854 Servlet&JSP技術手冊: 從Servlet到Spring Boot林信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39 文科生也看得懂的資料科學 Annanlyn Ng, Kenneth Soo原著; 沈佩誼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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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7984 資安專家的NAMP與NSE網路診斷與掃描技巧大公開陳明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91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第三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8004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超簡單: App Inventor 2零基礎入門班(中文介面第三版)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768011 Android初學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八版 其他 1

978986476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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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76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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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47773 會計學概要 林有志, 黃娟娟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647834 生物學 Eric J. Simon等原著; 林育興等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5647858 基礎微積分: 在商學的應用 楊恭漢等合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889 統計學概論 戴久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896 組織行為 陸洛, 高旭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47902 展覽行銷管理: 理論與實務 洪肇志, 莊文隆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47919 量子力學 姚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7926 國際品質管理 呂執中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5647933 工業管理導論 鄭榮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607 葳格文苑. 第六期 鍾鼎國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48584 自由背包客的女權微旅行 新莊社區大學工作團隊撰文.攝影初版 平裝 1

9789868048591 手工皂與青草的邂逅 謝福松, 薛淑芬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9748 審計學原理 蔡信夫, 林惠雪, 黃惠君編著 4版 平裝 1

9789869449762 上海生與死 鄭念原著; 陳小安, 曾國清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449793 會展管理概論 錢士謙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8824 會計學 馬君梅等著 五版修訂平裝 1

9789869538886 企業概論 趙慕芬, 李慶芳, 林宥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8893 翻轉教學之應用: 以虎科大財金系開設證券業程式交易人才培育課程為例許江河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0

送存冊數共計：70

滄海圖書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中市葳格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莊社區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陸



9789869565202 中級會計學 江淑玲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5307 福爾摩沙彌撒 林明杰委託作曲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2522 海濤法師說故事繪本集(斯里蘭卡文版)海濤法師編著 精裝 第1冊 1

9789866042539 海濤法師說故事繪本集(斯里蘭卡文版)海濤法師編著 精裝 第2冊 1

9789866042546 海濤法師說故事繪本集(斯里蘭卡文版)海濤法師編著 精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3531 周易話解 (清)劉思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48 容齊隨筆 (南宋)洪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55 莎士比亞經典名句 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62 魯迅評傳 曹聚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79 魯迅語錄 丁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86 宋詞三百首大全集 (清)朱孝臧編撰; 馬丁注釋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3593 唐詩三百首大全集 (清)蘅塘退士編撰; 顏興林注釋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03 智囊大全集 (明)馮夢龍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26910 智囊大全集 (明)馮夢龍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4662 超倍速英文單字講義7000字 林漢忠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94679 超倍速52"背"單字. 多益篇 蔡沂霖, 林漢忠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64171 跟著祖宗做直銷. 春秋五霸篇 馬文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980 台南生態綠化 陳玉峯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000 決戰馬頭山: 台灣山海經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031 自然與宗教隨筆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9

瑞華教育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愛唱歌手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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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傳智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94826 電腦玩物站長的筆記思考術 電腦玩物站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94840 初學到認證: 從Java到Android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必修的十五堂課趙令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5024 Word文書處理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8755031 PowerPoint簡報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8755048 你應該知道的外匯跟單平台 Dave C, 任以能, Randy作 平裝 1

9789578755055 Java入門與應用 賈蓉生, 吳宗靜, 施嘉佶作 其他 1

9789578755062 Android App入門與應用 趙曉楓作 平裝 1

9789578755079 投資黃金第一次就上手 Dave C, 任以能, 袁偉作 平裝 1

9789578755086 我的Mobile App 羅子洋作 平裝 1

9789578755093 行動網路與數位內容實務 黃崇明作 平裝 1

9789578755109 MetaTrader 5黃金白銀投資好幫手.基礎入門Dave C, 王彤, 張立維作 平裝 1

9789578755116 MetaTrader 5黃金白銀投資好幫手-進階應用Dave C, 王彤, 張立維作 平裝 1

9789578755123 文創觀光與行動技術實務 黃崇明作 平裝 1

9789578755154 Access資料庫管理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8755161 完整學會Adobe影像x繪圖x網頁x動畫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8755178 Excel辦公室管理實務 林老師作 其他 1

9789578755185 攝影技巧完全解析 新知互動作 其他 1

9789578755222 行銷三策 陳智凱, 邱詠婷作 精裝 1

9789578755239 SolidEdge設計繪圖與超強應用 魏廣炯作 平裝 1

9789578755246 MetaTrader 4貨幣自動交易聖經 Dave C, 任以能, 奕滕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5253 比特幣投資聖經 Dave, 周鵬飛, 任以能作 平裝 1

9789578755277 SolidWorks 2018實戰演練. 基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8755284 SolidWorks 2018實戰演練. 進階篇 陳俊鴻作 平裝 1

9789578755291 量化投資王: 定量策略大師讓投資變簡單周宏恩, 茲德涅克.贊考(Zdenek Zanka), 約翰.羅爾巴徹(Jan Rohrbacher)作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569 大人の戶外百科. 3: 戶外刀具使用教科書蓬萊博史作; 張暐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590 烘豆學 小野善造作;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06 裝甲兵制服塗裝技法 羅伯特.拉米雷茲, 大衛.赫南茲, 胡安.曼紐.維格拉作; 詹君朴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20 內臟 結構&功用百科 野上晴雄, 山口俊平, 山本正雅作; 龔亭芬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37 居家改造教科書 坂田夏水作; 林佳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44 職業咖啡師 韓國NCS基礎教科書 李榮敏等作; 陳冬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51 羽毛球基礎技巧&戰術 大屋貴司作; 蔡婷朱翻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電腦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經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4938 見字如來 張大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45 翻牆唐詩 六神磊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52 簡單,不簡單 讓-雅克.桑貝(Jean-Jacques Sempé)著; 尉遲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69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莊祖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76 俠隱 張北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83 然後,明天繼續下去 川本三郎著; 賴明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4990 人生不是名利場 黎智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18 遺恨 鍾曉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425 摺紙動物園 劉宇昆(Ken Liu)著; 張玄竺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807 歐洲21國自助旅!走遍世界文化遺產,看見歐洲的頹廢與華麗Dreamer Girl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211 為生命找道理: 一個沒有經過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林火旺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921 伏龍曲 善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938 藍色妖姬 簡單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945 忘川 曾曉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952 千金不換 余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3969 大清少年密探之妖孽奇花 燦非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3983 大清少年密探之妖孽奇花 燦非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503976 大清少年密探之妖孽奇花 燦非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526 當代譯本聖經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100 看數學史學數學. 數系篇 沈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3124 火災學題型及公式彙編 游象傳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7

新經典圖文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達盛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7

聖經資源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零極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傳愛家族傳播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8702 微積分基礎演練 何志昌 李明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785 清朝歷史掌故: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17 況周頤談掌故: 餐櫻廡隨筆 況周頤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24 孤軍: 何海鳴短篇小說集 何海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31 多少樓臺煙雨中: 近代史料拾遺 蔡登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48 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 許通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55 夏敬觀談近代詩詞: 忍古樓詩詞話夏敬觀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62 多難興邦 蔣永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79 櫻花樹下的中國新娘 林惠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093 清朝全觀察: 蕉廊脞錄 吳慶坻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09 羅癭公晚清史料選 羅惇曧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09 羅癭公晚清史料選 羅惇曧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16 民初大總統爭奪戰 魏得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30 懷元盧存稿之一: 雲漢悠悠九十年李雲漢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23 晚清重臣陳夔龍回憶錄: 夢蕉亭雜記陳夔龍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54 世間如鏡: 以子為師 蔡碧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61 花精之友應用手帖 花精之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78 不教青史盡成灰: 仉家彪書函檔案仉家彪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87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0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2444 現見的因緣法 大顯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6955 你不必在乎的9件事 李佳華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6993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呂慶業注釋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67013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呂慶業注釋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67006 紅樓夢 曹雪芹著; 呂慶業注釋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數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慈蓮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7

達摩



9789863167020 心經68個人生大智慧 花山勝友作 修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167037 易經大智慧 吳豐隆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044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051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D. H.勞倫斯著; 張瑜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068 小王子 聖.修伯里著; 楊玉娘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129 咆哮山莊 艾蜜莉.勃朗特著; 孫致禮譯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3167136 紀曉嵐47個人生感悟 午夜墨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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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3003 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 鳥蛋 柏克海德(Tim Birkhead)著; 劉維人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436 渣誌: 是你德,是我德,三三小德: 傳統德行的當代面貌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522 沉思集. 第四集 天機法師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829 帝王攻略番外 語笑闌珊作 初次 平裝 1

9789869603836 帝王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603843 帝王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603850 帝王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603867 帝王攻略 語笑闌珊作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603881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次 平裝 卷5 1

9789869603898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次 平裝 卷6 1

9789869622806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次 平裝 卷7 1

9789869622813 龍圖案卷集 耳雅作 初次 平裝 卷8 1

9789869622820 銅錢龕世 木蘇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9622837 銅錢龕世 木蘇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869622851 撒野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22868 撒野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22875 撒野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22882 撒野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22899 撒野 巫哲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1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融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葭霏文創



9789578749030 寫實派瑪麗蘇 呂天逸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749047 寫實派瑪麗蘇 呂天逸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2333 對不完美事物的熱愛 慧敏文; 李應堅圖 平裝 1

9789865962340 脆弱使你堅強 金昌玉作; 陳家怡譯 平裝 1

9789865962388 餐桌上的蔬果食療百科 健康養身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395 翻開歷史未解之謎 [源樺出版]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418 翻開孫子兵法 思履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425 喝了就會瘦神奇蔬果汁 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432 這輩子沒有一天活得輕鬆 朴光洙作; 貝爾達譯 平裝 1

9789865962449 做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堅持為夢想買單李康瑞著 平裝 1

9789865962456 圖解瑜珈體位法大全 曲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463 脊療90%的痠痛都會消失 高海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470 7日排毒瑜珈操 矯林江, 丹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500 卡哇依手繪療癒插畫帖: 1116種色鉛筆、圓珠筆、原子筆可愛塗鴉練習帳李謠安那圖, 文 平裝 1

9789865962517 零失敗！新手烘焙蛋糕 黎國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524 112種超人氣手作麵包 黎國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531 超神奇水果養生術: 百種水果營養圖鑑孫樹俠, 于雅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548 豆療: 高纖低脂．去濕排毒．補虛益氣靠吃豆孫平, 于雅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2562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降三高食療養生帖健康養生堂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62593 想對你說的話 金秀珉著; 陳家怡譯 平裝 1

9789865962609 名醫湯療: 每天一碗湯，藥膳調五臟健康養身堂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62616 指療: 名醫手指瑜珈 健康養身堂編委會編著 平裝 1

9789865962623 英文文法魔法書 朴魯薇著; 高儷育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7721 債法爭點整理 季律師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7943 工業通風與換氣 蕭森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950 實用證券交易法 王志誠等合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7974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黃程國, 里昂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7981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7998 實用警察法典 洪文玲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018 國際法 黃異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8025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李榮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049 華語文教材與教學設計 江惜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056 刑事訴訟法概論 林俊益著 14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8070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編著 五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8087 刑事訴訟法體系書 林肯編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8094 英文領隊導遊 陳慕唐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8

源樺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新學林



9789862958100 說.解 文書鑑定 張雲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131 非訟事件法新論 姜世明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148 民事訴訟法 姜世明著 五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912 鳥瞰古文明: 130幅地中海城市復原圖尚.克勞德.高爾文著; 嚴可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29 居家常備的大規模毀滅小兵器 強.奧斯丁作; 詹君朴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36 古埃及象形文字. 日常生活篇 松本彌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43 中國古典建築. 4, 橋、牌坊 萬幼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50 龍族繪畫指南: 噴火巨龍 珊德拉.史丹波作; 陳岡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67 博物學家的神祕動物圖鑑 讓.巴普蒂斯特.德.帕納菲厄著; 卡米耶.讓維薩德繪; 樊豔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74 中國古典建築. 5, 園林、府邸 徐建融作; 莊根生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88981 古埃及象形文字 松本彌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835 Pure Heart Shu-Yi Chiu[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6859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0一八年. 春之卷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071 再一次認識自己 李文殷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28088 一方淨土在山城 沈能情, 莊碧霞, 吳珉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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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6166 ETF投資新勢力: 比特幣與另類ETF商品大剖析劉宗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73 房市風暴: 從人口緊縮看未來房市的危機與商機卓輝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80 組合型基金: 多元資產配置新選擇劉宗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6197 走過大時代: 李棟樑和你聊聊天 李棟樑口述; 鄭秋霜, 萬中一, 程嘉文採訪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402 小股民ETF操作大哉問: 最想知道的50個ETF投資技巧大公開劉宗聖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楓樹林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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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新營太子宮太子爺廟管委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1811 在天亮之前 喬艾絲.席曼作; 貝絲.科隆斯繪; 宋珮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1866 打造神國企業: 在職場中建立榮耀神的企業李虹著 精裝 1

9789864001941 春雨 殷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016 世界第一的帽子 深見春天文圖; 歐元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054 輕省人生學 柳萬安, 麗雅.達爾文著; 張加力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002092 Mission 21 in Asia: Towards Diversity, Subjectivity, and Communionedited by Kwang Sun Choi, Hsiu Chuan Lin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508 小心!讓意外少傷害! 凃心怡作; 陳志鴻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522 我始終相信,教育的力量 蔡炳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515 好癢!我為什麼會過敏? 吳立群作; 楊永建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5726539 長日清風: 李長科和李素清的寬廣人生李長科, 李素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546 Emily的幸福學堂 鄭茹菁、簡婉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1070 編、導、演!眾人追看的韓劇,就是這樣誕生的!: <><>導演暢談韓劇製作的祕密表民秀作; 游芯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87 策略選擇: 掌握解決問題的過程,面對複雜多變的挑戰馬丁.瑞夫斯(Martin Reeves), 納特.漢拿斯(Knut Haanaes), 詹美賈亞.辛哈(Janmejaya Sinha)著; 王喆, 韓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1094 我懂了!專案管理 約瑟夫.希格尼(Joseph Heagney)著; 何霖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526302 別怕跟老狐狸說話: 簡單說、認真聽,學會和你不喜歡的人打交道堀紘一著; 周紫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6319 多樣性: 認識自己,接納別人,一場社會科學之旅山口一男著; 邱振瑞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326 從需求到設計: 如何設計出客戶想要的產品(10週年紀念版)唐納德.高斯(Donald C. Gause), 傑拉爾德.溫伯格(Gerald M. Weinberg)著; 褚耐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333 企業改造: 組織轉型的管理解謎,改革現場的教戰守冊三枝匡作; 李友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6340 我如何在股市賺到200萬美元 尼可拉斯.達華斯(Nicolas Darvas)著; 陳儀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357 比賽,從心開始: 如何建立自信、發揮潛力,學習任何技能的經典方法提摩西.高威(W. Timothy Gallwey)著; 李靈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12179 細說廿四經12《細說逸周書》 徐芹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7812254 細說書經 徐芹庭著 一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885 語文與哲思 何昆益主編 平裝 1

9789867625892 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跨研究何昆益主編 平裝 1

9789867625908 無語良師. 100, 模擬手術教學 洪伶蓉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625915 晨曦 何縕琪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939 川山躍領: 四川人文教育服務成果集. 2017何縕琪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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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聖環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



9789867625946 華風: 海外華語教育暨服務志工成果集. 2017何昆益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090 錫輝文集: 滄海一粟的餘波盪漾 劉錫輝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60106 我的生活我的歌 謝輝煌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60113 以千年的髮: 龔華詩集 龔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526 iG20萬人狂推の自然系編髮術 河野麻里著; 葉明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540 2週見效!1天1圖的視力回復法 日比野佐和子作; 鄭睿芝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5072 信不信由你 一週學好日語助詞! こんどうともこ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5089 我的第一堂西語課 游皓雲, 洛飛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5096 一點就通!王牌律師說故事,你一定要知道的50個生活法律問題呂錦峯著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9620703 小資夫妻遊日本: 47個一日遊提案珂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710 每天10分鍾，聽聽韓國人怎麼說 裴英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0727 京都四神遊 葉育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734 印尼語一學就上手 王麗蘭著 初版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620741 大家的越南語. 初級1 阮蓮香著 修訂初版其他 1

9789869620765 新日檢N1言語知識全攻略: 文字.語彙.文法林士鈞著 修訂二版其他 1

9789869620772 基礎英語必修KK音標.自然發音同步速成王忠義著 修訂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807 魔力說話術: 即刻救援使命必達的口才魔法書李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14 圍棋自學手冊: 死活與官子 丁開明, 杜維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21 從0到1的思維與實作 劉昶作 平裝 1

9789869498838 面相手相論命識人4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45 孟子精選200句: 仁者無敵的性善論宗師沈智, 張少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52 解密中醫的三把金鑰: 表裡、虛實、寒熱陳建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69 佛經精選200句 沈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876 氣血調養好,養生抗老免煩惱 張霆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83 老子精選200句(精簡版)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8890 紫微斗數姓名學400問 杜易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06 大師教你下象棋: 實力與樂趣同步大跳級楊延年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13 圖解園林種植設計 陳剛作; 謝純, 林琳, 劉明欣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瑞麗美人



9789869559720 孔子精選200句(精簡版) 沈智, 王德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37 莊子精選200句(精簡版) 沈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44 排毒養生實用手冊: 日常應急兩相宜薛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816 我們這一班TaitaMed67/Den66: 畢業50年感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20屆牙醫學系第6屆畢業生合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475 合一的多種面貌: 盧嘉勒思想的跨領域對話黃渼婷, 胡功澤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79 米世界 吳開乾作.繪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1693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出校友專刊. 105學年度吳紀美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066 台灣產業加值創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402 字在生活書藝創作 盡在不言中 黃振林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4426 韓國購物你不可不知的美妝字彙 賴盈印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4956 臺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市石雕協會會員聯展作品集. 第六屆林先茂主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3754 石出天驚山貓叫 李天德作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織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大屯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民生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臺大景福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石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203 葫蘆墩記憶: 中興小渠老照片專輯顏振寧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115 天主教育仁國小五十週年校慶特刊陳秀菊, 王音茹, 鄭丞鈞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156 學佛淺說 王博謙輯述 平裝 1

9789869361156 學佛淺說 王博謙輯述 平裝 2

9789869361163 述學集 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361170 雪廬述學語錄 李炳南講述; 徐醒民敬記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6015 小丑魚.海葵與共生動物 王俊閔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1229 歡喜畫佛陀 喜歡話佛陀 劉明珠文; 林家羽等繪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834 麵包超人與夥伴們: 麵包超人迷你角色圖鑑柳瀨崧原作; TMS Entertainment作畫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401 芳苑海牛 潘樵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9675 梧棲青少年新詩大展. 2018 紀堃慶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7

漁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后豐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育仁國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西海岸環境教育保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縣梧棲藝文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化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滿天星傳播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4659 建中文選. 106年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學研究會主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708 開南百年 許嘉齡等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9638708 開南百年 許嘉齡等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706 走過2017福星童軍團 黃志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885 孕媽咪必讀!幸福40週孕產大百科 好幸孕編輯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892 此生必讀的56個古羅馬謎團 解讀歷史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09 此生必讀的59個日本謎團 解讀歷史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16 成功者都在做的黃金時間管理學 王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51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作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4168 民生科技產業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18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民生學院編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304 壽石雅集: 老撾石觀石錄 楊永康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51066 中餐烹調丙級檢定通關必讀(學術科合訂本)王莉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1264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林佳男, 劉芷伊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建國高中國文科教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開南商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壽石雅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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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城市科大民生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福星複式童軍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9789863851271 商業概論時事題暨歷屆試題精選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1288 程式設計實習 旗立研究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1295 國民中學資訊教育 旗立研究室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851301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431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李薇, 張麗秋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318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417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325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絕殺講義 曹正勳, 高偉, 曹家豪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51332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 I: 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851349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 II: 攻略本 李文源, 李協衛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3851356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滿分講義 徐毅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3851363 大學升了沒 基本電學滿分總複習 鄭曜鐘, 林金龍, 李文源工作室編著再版 平裝 1

9789863851370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楊明豐編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387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楊明豐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394 大學升了沒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講義宋由禮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1400 大學升了沒 數位邏輯含實習滿分總複習劉明舜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1424 大學升了沒 餐旅概論滿分總複習 王雅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1448 大學升了沒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廖淑玲, 蔡明叡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851455 會計學滿分總複習 吳秀蓮編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479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A 旗立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851486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3851493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51509 計算機概論滿分總複習. B 旗立研究室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51516 國民中學資訊教育 旗立研究室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851523 大學升了沒 商業概論總複習 旗立財經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900 書店裡的星空 鐘冠發插畫; 陳昭淵等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689 台北國際攝影沙龍. 第四十一屆 顏麗華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250696 台北攝影年鑑. 2018 顏麗華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700 信任關鍵: 把保險變得更保險 黃秀儷著 平裝 1

9789869618717 登峰 成大EMBA十位頂尖高手合著 平裝 1

9789869618724 保險大夫: 保單診斷學 龐寶璽等合著 平裝 1

9789869618748 後浪: 一本迎向未來的校園徵才工具書王永才著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誌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7

夢田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攝影學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07675 麵包蟲咬一口 陶綺彤作; 詩詩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82 青蛙阿呱的魔法珠 米雪兒作; 日光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699 鐘樓怪人 維克多.雨果原著; 阿蟬年糕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05 讓愛重來吧 羅彩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07712 堅忍不拔的孩子 洪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017 漂帆都會生活詩集 漂帆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5067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第十二屆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主編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907 丁酉年同安寮十二庄請媽祖 施坤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63698 完全圖解金融英語: 一本搞懂金融基礎概念Shibata Shinichi著; 郭介懿, 江奇忠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3235 根治飲食帶你遠離慢性病 賴宇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501 緊急救援車大集合 小輪瀨護安文.圖;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518 道路工程車大集合 小輪瀨護安文.圖; 方美鈴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747 保護自己有絕招. 1: 我不跟陌生人走!嶋崎政男監修; 住本奈奈海繪; 周姚萍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754 保護自己有絕招. 2: 我不一個人忍耐!嶋崎政男監修; 住本奈奈海繪; 周姚萍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761 保護自己有絕招. 3: 我要大聲說不!嶋崎政男監修; 住本奈奈海繪; 周姚萍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3778 我輩中人: 寫給中年人的情書 張曼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808 寶寶這種生物 明琪(minchi)作; 張文玉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822 縱有風雨更有晴: 張孝威直說直做張孝威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839 一顆橡實 蘿拉.薛弗(Lola M. Schaefer), 亞當.薛弗(Adam Schaefer)文; 弗蘭.布萊斯登-佳農(Frann Preston-Gannon)圖; 凌拂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860 狐狸馬可與鹿角船 達希卡.斯萊特文; 范揚華, 范揚夏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嘉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僑光科大觀光與餐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福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見天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安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言工場



9789864793877 篤實夢想家: 九族文化村創辦人張榮義陳琡分撰稿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884 大數據資本主義: 金融資本主義退位，重新定義市場、企業、金錢、銀行、工作與社會正義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蘭姆格(Thomas Ramge)原著; 林俊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891 我所求的是奉獻: 從花店囝仔到亞洲泌尿外科掌舵者邱文祥邱文祥作; 謝其濬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07 小小科學人: 100人體大發現 艾力克斯.弗斯等文; 費德里柯.馬里亞尼等圖; 鄭方逸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914 葛瑞的囧日記. 5, 青春期了沒?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21 成功不再跌跌撞撞 艾瑞克.巴克(Eric Barker)著; 許恬寧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38 哈佛教你幸福一輩子: 史上最長80年指標研究,揭露快樂到老的智慧喬治.華倫特(George E. Vaillant)作; 許恬寧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45 我的小猴子 烏爾夫.尼爾森文; 克莉絲蒂娜.迪格曼圖; 陳文芬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3952 遊樂園今天不開門 戶田和代文; 高巢和美圖; 周姚萍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3969 別等到被欺負了才懂這些事: 第一時間就做好衝突管理比爾.艾迪(Bill Eddy), 喬姬.蒂斯達夫諾(L. Georgi DiStefano)著; 王怡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76 人生就像開公司,想成功就要成長 安娜.阿卡巴里(Anna Akbari)作;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83 誰是大作家? 王文華文; 黃祈嘉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990 刺殺柴契爾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作;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003 鼎泰豐,有溫度的完美 林靜宜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010 一隻很多名字的貓 凱蒂.哈奈特(Katie Harnett)文.圖; 黃聿君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034 從「賣」到「大賣」: 水野學的品牌設計講義水野學著; 蘇文淑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041 植物彌賽亞: 從實習生到皇家園藝師,拯救世界珍稀植物的保育之旅馬格達勒納(Carlos Magdalena)著; 楊玉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058 來自監獄的信 林滿秋著; 黃雅玲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065 向世界出發,走回真實人生: 超越AI的人文力量閻雲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072 長的圓的,一起來蒐集! 陳麗雅文.圖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089 深度職場力 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4096 Life 3.0: 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的蛻變與重生鐵馬克(Max Tegmark)著; 陳以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119 替身 林滿秋著; 右耳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126 我只想活著: 七歲女孩的敘利亞烽火日常芭娜.阿拉貝得(Bana Alabed)作; 龐元媛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133 半部論語治天下: 論語選譯今釋 孫震著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140 我在家,我創業: 家庭CEO的斜槓人生凱若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157 祕密的心情銀行. 1: 大佑的心情存摺藤本美鄉文; 田中六大圖; 陳珊珊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171 金錢心理學 丹.艾瑞利(Dan Ariely), 傑夫.克萊斯勒(Jeff Kreisler)著; 李芳齡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188 第七個願望 凱特.梅斯納(Kate Messner)著; 劉清彥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195 SCRUM: 用一半的時間做兩倍的事傑夫.薩瑟蘭(Jeff Sutherland), J. J. 薩瑟蘭(J. J. Sutherland)著; 江裕真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201 好棒好棒的123數數書 理查.斯凱瑞(Richard Scarry)文.圖; 江坤山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218 我的好朋友黑漆漆 艾瑪.亞略特(Emma Yarlett)文.圖; 黃筱茵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225 誰說人是理性的!: 消費高手與行銷達人都要懂的行為經濟學丹.艾瑞利(Dan Ariely)著; 周宜芳, 林麗冠, 郭貞伶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4232 風格是一種商機: 蔦屋書店創辦人增田宗昭只對員工傳授的商業思考和工作心法增田宗昭著; 邱香凝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249 費曼物理學講義. I, 力學、輻射與熱. 1: 基本觀念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師明睿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256 費曼物理學講義. I, 力學、輻射與熱. 2: 力學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師明睿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263 費曼物理學講義. I, 力學、輻射與熱. 3: 旋轉與振盪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師明睿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270 費曼物理學講義. I, 力學、輻射與熱. 4: 光學與輻射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田靜如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287 費曼物理學講義. I, 力學、輻射與熱. 5: 熱與統計力學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田靜如, 高涌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294 費曼物理學講義. I, 力學、輻射與熱. 6: 波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田靜如, 師明睿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17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1: 靜電與高斯定律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鄭以禎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24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2: 介電質、磁與感應定律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李精益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31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3: 馬克士威方程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李精益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48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4: 電磁場能量動量、折射與反射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李精益, 吳玉書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55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 電磁與物質. 5: 磁性、彈性與流體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吳玉書, 師明睿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79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I, 量子力學. 1: 量子行為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高涌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86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I, 量子力學. 2: 量子力學應用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高涌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393 費曼物理學講義. III, 量子力學. 3; 薛丁格方程式費曼(Richard P. Feynman), 雷頓(Robert B. Leighton), 山德士(Matthew Sands)著; 高涌泉, 吳玉書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416 不理性的力量: 掌握工作、生活與愛情的行為經濟學丹.艾瑞利(Dan Ariely)著; 姜雪影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423 巨科技: 解碼未來三十年的科技社會大趨勢富蘭克林(Daniel Franklin)主編; 何承恩, 李穎琦, 張嘉倫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430 我最喜歡爸爸 北川千春文; 大島理惠圖; 張文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447 狐狸的溜冰鞋 湯本香樹實文; 堀川理萬子圖; 周姚萍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454 書包去遠足 村上詩子文; 長谷川義史圖; 陳珊珊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461 老鼠郵差去哪裡? 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文.圖; 辛兆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478 原來如此,美術館! 德雷.克洛巴克(Ondřej Chrobák), 羅斯提斯雷夫.科綠卡內克(Rostislav Koryčánek), 馬丁.維內克(Martin Vaněk)文; 戴維.波姆(David Bӧhm)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515 高績效心智 莫頓.韓森(Morten T. Hansen)著;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683 忘齡之島: 馬祖躍居台灣平均壽命第一的秘密湯雅雯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690 創意力: 你的問題,用創意來解決 盧建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775 別鬧了,費曼先生: 科學頑童的故事理查.費曼(Richard P. Feynman)著; 吳程遠譯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794782 什麼時候去台南?: 一青妙的小城物語一青妙著; 張雅婷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05 基因編輯大革命: CRISPR如何改寫基因密碼、掌控演化、影響生命的未來道納(Jennifer A. Doudna), 史騰伯格(Samuel H. Sternberg)著; 王惟芬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12 小學算術教什麼,怎麼教: 家長須知,也是教師指南阿羅尼(Ron Aharoni)著; 李國偉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36 你管別人怎麼想: 科學奇才費曼博士費曼(Richard Feynman)著; 尹萍, 王碧譯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807 Discover Reliable: CTCI's Road to success as a Top 100 Global Engineering Brandwritten by Chi Jun Hsieh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507 下廚記: 老上海的鄉愁 小上海的滋味邵宛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16 為什麼GDP成長，我們卻無感？ Dolin66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161 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 從地理解開日本史的謎團竹村公太郎作; 劉和佳, 曾新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215 邊境線: 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 柴春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239 代表的日本人 內村鑑三著; 陳心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246 菊與刀: 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格 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 陸徵譯四版 平裝 1

9789578630253 明治維新 威廉.比斯利(William G. Beasley)著; 張光, 湯金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260 你懂這麼多道理,為什麼過不好這一生?蔡壘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277 一看就懂台灣文化(新裝珍藏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284 一看就懂地理百科(新裝珍藏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291 日本設計: 藝術、美學與文化 派翠西亞.J.格拉罕(Patricia J. Graham)著; 張寅, 銀艷俠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30307 茶之書: 日本文化的神髓所在 岡倉天心著; 鄭夙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376 共好食代: 全方位食農教育行動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383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陸傳傑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406 一看就懂台灣地理(新裝珍藏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413 一看就懂古蹟建築(新裝珍藏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作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遠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4

送存冊數共計：74

<>全球繁體中文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918 一帶一路名家走向世界 劉金倪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925 冒險吧!不NG人生 林霈婷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726 八字集議. 庚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30733 索拉花の飾品小物: 康乃馨吊飾X胸針國際杏樹不雕花藝術協會, 安婕花藝有限公司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740 索拉花x萌寵小物: 花栗鼠別針 奧斯塔拉花藝有限公司, 黃曬琇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830757 索拉花x萌寵小物: 貴賓狗吊飾 奧斯塔拉花藝有限公司, 黃曬琇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92626 卓德殺機 賽門.葛林(Simon Green)著; 戚建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135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3 1

9789863193142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4 1

9789863193159 獵魔士. 長篇5, 湖之主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193166 獵魔士. 長篇5, 湖之主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著; 葉祉君譯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193203 中藥舖的女兒 湯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210 馭光者. 1: 黑稜鏡 布蘭特.威克斯(Brent Weeks)著; 戚建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227 武道狂之詩. 卷21 喬靖夫(Jozev)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234 乩身 星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93241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3193333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10 1

9789863193258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3193265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3193272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3193289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3193296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3193302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7 1

9789863193319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8 1

9789863193326 覆雨翻雲 黃易著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193357 兔俠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卷9 1

9789863193364 怪怪怪物 九把刀(Giddens)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93371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5 1

9789863193388 碎星誌 羅森著 初版 平裝 卷26 1

9789863193418 特殊傳說. II, 恆遠之晝篇 護玄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24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蓋亞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6371 極品抹茶 林幸子監修;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16 版面設計學 FLAIR著; 鍾佩純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23 輕口感新式磅蛋糕 吉川文子作; 江伊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30 泰廚料理長的泰料理 Pakamas Tangsiripinyo料理、監修; 許書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47 魔法分層果凍 荻田尚子作;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54 女力荷爾蒙 關口由紀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61 女子輕肌力訓練 森俊憲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78 基本西點的製作流程&技巧訣竅 黒川愉子著; 洪禎韓翻譯 平裝 1

9789869484985 1天1分鬆筋膜 滝澤幸一作; 游念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4992 跟著行家養酵母做麵包 佐原文枝作; 李亞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00 訓練大腦 幫孩子回復好視力 本部千博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17 不會失手的小份量西點 小堀紀代美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24 濃郁不膩口的絕品起司蛋糕 長谷川哲夫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31 圖解阿德勒心理學: 拋開過去,人生從此與眾不同岩井俊憲著; 陳聖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48 鑲填法包 白石靖子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55 麵包圖解入門百科 藤田千秋作; 江伊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62 輕口感新式餅乾 吉川文子著; 李雅妮翻譯 平裝 1

9789869532679 不思議の魔法義大利麵 村田裕子作;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86 無油煙健康疊煮料理 ワ夕ナべマキ作; 邱婉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2693 燜燒罐獨享鍋 岩崎啟子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00 手再拙也會畫: 插畫圖案尺讓我隨便畫都可愛mizutama作; 沙子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5424 中華巧菓子 潘薇作; 江宓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5448 御荻豆餡點心 森百合子作;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303 我的醫美保養筆記. 三: 除皺治療(肉毒桿菌)魏銘政, 楊年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1327 威利的畫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作; 陳蕙慧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031 小心!誰在那裡? 派崔西亞.赫加堤(Patricia Hegarty)文; 湯姆.張(Tom Truong)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673 藍鯨 珍妮.戴斯蒙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1918 影響孩子一生的彩繪世界經典名著: 安徒生童話安徒生文; 王以圖; 韋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01949 頭上總是停著鸚鵡的女孩 黛西.赫斯特(Daisy Hirst)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07 我以前好怕...... 蘿啦.維卡羅.希格文.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14 小熊上學去 尚盧克.安格勒貝爾(Jean-Luc Englebert)文.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45 帶來幸福的白熊郵差 木島誠悟文.圖;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69 認識天氣與星星: 天空的繪本 Crocodile House文; 凹工房圖; 黃薇嬪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076 地球博士的世界遺產迷宮尋寶之旅神山真澄文.圖; 李慧娟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京國際

睿其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蜜亞國際



9789864402090 想自己讀書的納塔莉 黛西.赫斯特(Daisy Hirst)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106 小艾,不要這樣! 黛西.赫斯特(Daisy Hirst)文.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113 長頸鹿跟青蛙: 你有聽我說話嗎? 潔拉.希克斯(Zehra Hicks)文.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120 倒影成雙 安.瓊納斯文.圖; 宋珮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137 盤中餐 于虹呈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144 逛了一圈(二版) 安.瓊納斯文.圖; 潘人木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2168 恐龍怎麼說晚安? 珍.尤倫(Jane Yolen)文; 馬克.提格(Mark Teague)圖; 李坤珊翻譯新`版 精裝 1

9789864402175 小凱的家不一樣了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作; 余治瑩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2182 各種各樣的情緒: 感覺大書 瑪莉.霍夫曼文; 蘿絲.阿斯契佛圖; 黃筱茵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02199 瑪麗.卡薩特: 印象派大師群像中,溫柔而堅毅的美國女畫家芭芭拉.賀克特(Barbara Herkert)文; 加比.斯維特柯斯卡(Gabi Swiatkowska)圖; 劉亞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05 白雲麵包 白希那文.圖; 蘇懿禎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2212 花地藏 海狗房東文; 楊文正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29 我不要! 史汪.馬哈利(Swann Meralli)文; 卡蘿拉.克魯左(Carole Crouzet)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36 超大一個屁 江景淑文.圖; 黃衷之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74 春天來了 凱文.漢克斯文; 蘿拉.卓恩札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81 是誰還不睡覺? 瀨名惠子文.圖;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298 月亮雪酪 白希納文.圖; 蘇懿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04 我的小雞雞 山本直英文; 佐藤真紀子圖; 游蕾蕾翻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4402328 媽媽生氣了 崔琡僖文.圖; 黃衷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35 北極熊的一天 席拉.海德(Thyra Heder)文.圖; 吳其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59 就是奧黛麗 瑪格麗特.卡迪洛(Margaret Cardillo)文; 茱莉亞.戴諾斯(Julia Denos)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373 佛瑞德忘記了 賈維斯文.圖;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02427 隨光轉動: 亨利.馬諦斯的虹彩之舞佩特莉霞.麥拉克倫(Patricia MacLachlan)文; 海德莉.胡柏(Hadley Hooper)圖; 宋珮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6603 N次貼貼貼看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姚伯勳, 呂妍慧作平裝 全套 1

9789869586610 Give it a stick Taiwan Hopax, Bro Rabbi, Mrs. Lueh, Yen-Hui平裝 全套 1

9789869586627 貼貼看: 圓形會變成什麼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姚伯勳, 呂妍慧作平裝 1

9789869586634 貼貼看: 三角形會變成什麼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姚伯勳, 呂妍慧作平裝 1

9789869586641 貼貼看: 正方形會變成什麼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姚伯勳, 呂妍慧作平裝 1

9789869586658 Give it a stick: what will the circles become?Taiwan Hopax, Bro Rabbi, Mrs. Lueh, Yen-Hui平裝 1

9789869586665 Give it a stick: what will the triangles become?Taiwan Hopax, Bro Rabbi, Mrs. Lueh, Yen-Hui平裝 1

9789869586672 Give it a stick: what will the squares become?Taiwan Hopax, Bro Rabbi, Mrs. Lueh, Yen-Hui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2576 新知識英漢辭典 紀秋郎主編; 林連祥等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2583 新知識英漢辭典 紀秋郎主編; 林連祥等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02590 新世紀英漢辭典 林連祥主編; 陳紹鵬等編譯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16706 遠東英漢漢英雙向辭典 遠東圖書公司編審委員會編輯三版 精裝 1

9789869616713 遠東實用英漢辭典 梁實秋主編 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聚和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遠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068 如此台南人: 台南人劇團30年紀念冊王友輝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568 說別人想聽的話,就對了! 阿瑞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575 負向激勵 劉開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7599 想改運,就從改變自己開始 劉一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704 自己是最大的敵人 O. S. Marden著; 嘉安譯 修訂初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845 ペらペら日本語(進階篇) 謝雅梅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0378 你可以再不努力一點: 從現在起,放下目標、企圖心、努力,自然而然得到最驚人的成長心屋仁之助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0750 東方快車謀殺案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作; 陳堯光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0866 神鵰俠侶. 1, 投師終南(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873 神鵰俠侶. 2, 玉女心經(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880 神鵰俠侶. 3, 武林盟主(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897 神鵰俠侶. 4, 絕情幽谷(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03 神鵰俠侶. 5, 手足情仇(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10 神鵰俠侶. 6, 神鵰重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27 神鵰俠侶. 7, 神鵰大俠(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34 神鵰俠侶. 8, 生死茫茫(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58 倚天屠龍記. 1, 屠龍寶刀(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65 倚天屠龍記. 2, 北溟冰火(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72 倚天屠龍記. 3, 萬里西行(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89 倚天屠龍記. 4, 九陽神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0996 倚天屠龍記. 5, 羣雄歸心(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09 倚天屠龍記. 6, 四女同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16 倚天屠龍記. 7, 撲朔迷離(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23 倚天屠龍記. 8, 少林大會(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47 笑傲江湖. 1, 奮身救人(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54 笑傲江湖. 2, 獨孤九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61 笑傲江湖. 3, 傳琴療傷(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78 笑傲江湖. 4, 孤山梅莊(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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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種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豪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南人劇團



9789573281085 笑傲江湖. 5, 吸星大法(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092 笑傲江湖. 6, 三戰兩勝(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08 笑傲江湖. 7, 五嶽併派(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15 笑傲江湖. 8, 琴簫和諧(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39 射鵰英雄傳. 1, 大漠風沙(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46 射鵰英雄傳. 2, 往事如煙(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53 射鵰英雄傳. 3, 降龍神掌(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60 射鵰英雄傳. 4, 九陰真經(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77 射鵰英雄傳. 5, 密室療傷(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84 射鵰英雄傳. 6, 深山高峯(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191 射鵰英雄傳. 7, 海島巨變(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07 射鵰英雄傳. 8, 華山論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38 天龍八部. 1, 無量玉壁(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45 天龍八部. 2, 六脈神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52 天龍八部. 3, 朱碧雙姝(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69 天龍八部. 4, 胡漢恩仇(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76 天龍八部. 5, 千里茫茫(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83 天龍八部. 6, 金戈鏖兵(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290 天龍八部. 7, 天山童姥(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06 天龍八部. 8, 小無相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13 天龍八部. 9, 會鬥少林(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20 天龍八部. 10, 生死無常(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44 鹿鼎記. 1, 初立大功(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51 鹿鼎記. 2, 青木堂主(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68 鹿鼎記. 3, 宮闈絕秘(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75 鹿鼎記. 4, 孤島蛇羣(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82 鹿鼎記. 5, 少林風波(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399 鹿鼎記. 6, 詭計多端(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05 鹿鼎記. 7, 咬牙切齒(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12 鹿鼎記. 8, 揚威塞北(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29 鹿鼎記. 9, 智取神龍(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36 鹿鼎記. 10, 告老退休(大字版) 金庸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67 皇后之死: 姑蘇響鞋.溫柔鄉.長髮披面柏楊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1481 沒有良知的人: 那些讓人不安的精神病態者羅伯特.海爾(Robert D. Hare)作; 王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498 化學元素週期表 湯姆.傑克森(Tom Jackson)作; 徐立妍,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542 男孩與三條腿 山本賢藏文; 伊勢英子圖; 林真美譯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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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81870 但願你因工作而閃亮:「獵頭的日常」給你的求職真心提醒，盤點自身技能，放大個人優勢，擁抱那些令你不安的變化!林沂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1993 奶與蜜 露琵.考爾(Rupi Kaur)著; 徐立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06 非知不可!區塊鏈與虛擬貨幣的經濟大革新: 日本最大虛擬貨幣交易所營運長帶你從五大面瞭解區塊鍵、搞懂虛擬貨幣投資!大塚雄介作; 正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37 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Jim Rogers著; 洪蘭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2051 情緒升降梯: 我們可以不要麻木地工作,厭世地生活賴瑞.孫恩著; 謝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75 讓男人追著妳跑 麗子.凱福特作; 李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82 為什麼有點變態，反而很可以?顛覆想像!大不列顛全才作家的41則人類行為Q&A，教你什麼地雷不要踩，子彈來了怎麼挨!喬爾.利維(Joel Levy)著; 林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105 赤壁大英雄周瑜 譚景泉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2143 預習世代:無懼未來的青春教養故事陳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167 如何擁有好人緣 米契.普林斯汀(Mitch Prinstein)著; 曾舜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181 回家種田: 一個返鄉女兒的家事、農事與心事劉崇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198 營養師教你不用怕: 用實證科學破解27個常見飲食迷思蔡正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04 向賈寶玉學做上流人: 看紅樓夢中的物質世界侯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11 從西門慶讀懂有錢人: 看金瓶梅中的經濟百態侯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28 妥協不是認輸,而是將想要的贏到手: 日本最有趣導演水到渠成的工作與人際心法,助你獲得理想的人生!吉田照幸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35 精進之道: 不靠天賦,也能精益求精,邁向人生更高境界喬治.李歐納(George Leonard)作; 陳思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59 詩經新繹(雅頌篇)小雅 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66 詩經新繹(雅頌篇)大雅.三頌 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73 活下來就是英雄: 面對濫殺槍手反恐專家教你保命約翰.紀狄斯(John Geddes), 艾隆.李斯(Alun Rees)著; 林添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80 今天的月亮好圓 荒井良二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297 每天都是好心情: 隨手創作收納幸福生活堀川波著; 謝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03 仕掛學: 使人躍躍欲試，一舉兩得的好設計松村真宏著; 張雅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10 解憂說話術: 日本最知名安寧療護醫師，教你如何撫慰他人與自己，即使痛苦也能得到幸福與力量小澤竹俊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27 不依賴的老後:吉澤久子的樂活魔法: 享受美食、不忘好奇心、結交新朋友......不論幾歲,每天都是最棒的禮物吉澤久子著; 張玲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34 看見孩子的存在，讓愛流動 李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41 過度付出的愛: 為什麼我們在一段關係中付出這麼多,卻得不到想要的回報?蘿賓.諾伍德(Robin Norwood)作; 王敏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58 消失的費茲傑羅 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著; 宋瑛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365 吃胡蘿蔔的七種方法 張友漁文; 薛慧瑩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372 有了三隻怪獸,然後呢? 張友漁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389 送給大海的讚美 張友漁文; 吳孟芸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396 森林裡的怪咖 張友漁文; 蔡嘉驊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402 一聽就懂的說明術 淺田卓著;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19 溫和且堅定的正向教養 簡.尼爾森(Jane Nels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26 你以為的缺點,其實是我們的決勝點: 千禧世代、寬鬆世代又怎樣?5個年輕人常被誤解的真相克麗絲朵.卡達基雅(Crystal Kadakia)著; 葛窈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33 跟著光光老師，教出高正向小孩:家有大雄不用煩!「兒童專注力教主」有效解決天天上演的教養難題廖笙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40 陳鴻上菜 粗糧煮意 陳鴻, 周祥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64 下班當老闆: 15個步驟教你賺更多，打造財富自由、時間自由的理想生活蘇西.摩爾(Susi Moore)著; 謝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71 別讓這三種笨蛋壞了你的前途 榎本博明著; 李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95 保護孩子安心成長，遠離霸凌與暴力侵害的十件事武田幸子作; 楊素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01 暗黑森林 露絲.魏爾(Ruth Ware)著; 范明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25 緬甸詩人的故事書 佩特.洛姆, 柯琳.馮.艾禾拉特, 欽昂埃特編; 罕麗姝, 廖珮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18 到京都學剪樹: 一把樹剪,三個季節,一段剪掉各種「可是」的學徒之旅萊絲莉.巴克(Leslie Buck)著; 沈曉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49 詩經新繹. 國風編. 國風一: 周南.召南.邶風.鄘風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56 詩經新繹. 國風編. 國風二: 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63 詩經新繹. 國風編. 國風三: 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吳宏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94 人之彼岸 郝景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600 敢要就是你的: 讓你無往不利的談判溝通密技琳達.拜爾斯.史文德林(Linda Byars Swindling)著; 陳依萍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655 青春的滋味: 最是徬徨少年時 陳美儒, 翁仕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662 明清東亞舟師祕本: 耶魯航海圖研究鄭永常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686 回到自己的內心,每天讀點斯多噶:放下不在自己控制範圍的事物,先安頓好自己的心,才能把人生過好萊恩.霍利得(Ryan Holiday), 史提芬.漢賽蒙(Stephen Hanselman)作; 柯宗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693 成大事者,都敢對自己下狠手 傅踢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730 屁屁偵探: 噗噗!有兩個屁屁偵探?!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747 真愛收信中 瑪麗.安.薛芙(Mary Ann Shaffer), 安妮.貝蘿絲(Annie Barrows)著; 趙永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2754 只有勝利,才是我的存在意義!: 東大畢業世界電競冠軍Tokido從電玩學會的人生成功之道Tokido著;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761 全球頂尖領袖親授的17堂課: 站在17位巨人肩膀看見世界轉動趨勢朱楚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778 古蹟入門 李乾朗, 俞怡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2785 空想科學讀本: 空想世界排行榜 柳田理科雄著; 談璞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6054 經典巧藝 傳千秋: 府城傳統藝術學會[台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全體理監事及會員編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809 AnimEDU Taiwan國際音像教育研討會論文集王建智, 汪純煌, 陳孟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101 神農車鼓陣專輯 張嘉成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3521 漢學書鄉 董峯政編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1017 蔡雪貞大師經典之作. 2018 林財源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304 西拉雅語會話 李淑芬作; 黃慧蘭插畫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519311 西拉雅語會話 李淑芬作; 黃慧蘭插畫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345 適時適性的外語課程: 多媒體輔助德語學習於台灣高慧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352 六龜中興天后宮廟誌 蔣忠益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369 救生艇筏救難艇操縱與救援 苟榮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6

送存冊數共計：116

南市府城傳統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蕭壠社北頭洋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鳳凰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音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神農社區發展協會



9789865897376 富貴如意媽祖: 屏東縣里港福興興隆宮蔣忠益, 楊淑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7406 布與紙的對話: 許惠蜜創作論述 許惠蜜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701 我們的「嘉」: 沒有回家,也可以來嘉!顏瀅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304 「夜市人蔘」遊戲導覽手冊 賴韋伃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514 冠心病: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3521 胃炎: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3552 膽囊炎膽石症: 中醫獨特療法 雷碧秀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3569 慢性支氣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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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76805 英文大字彙進階單字 申榮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6812 英文大字彙核心單字 申榮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829 自學德語看完這本就能說: 專為華人設計的德語教材黃華丹著 其他 1

9789869476836 自學法語看完這本就能說 張楠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6843 翻轉英文能力的七個習慣: 耶魯語言學博士教你用英文思考,把外語變母語William A. Vanc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850 自學西班牙語看完這本就能說 劉雪梅, 陳媛, 胡浩宇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76867 看圖學韓語40音不用背 TalkToMeInKorean(G9)著 平裝 1

9789869476874 自學泰語: 看完這本就能說! 朱玥霖, 李俊才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53 藝與術: 思想與實踐 鄭勝華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635 清晨嗎哪90天. 11, 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臺南應用科大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榮益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語研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綠盈牧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綜恆雲端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72 從萬點到3411,再見多頭與空頭淬鍊: 盛極而衰,否極泰來,多空循環一再重演杜金龍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7935 豪記龍虎榜. 11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5769 當冬日來臨,我聽見花開的聲音 福智文化編輯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381 光從未來對你寫生 涂沛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81 光從未來對你寫生 涂沛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98 東京.夜色.情話 李大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910398 東京.夜色.情話 李大鳴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3910404 遠行的左翼戰士: 悼念陳映真文集范綱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04 遠行的左翼戰士: 悼念陳映真文集范綱塏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74 南窗小札 丁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374 南窗小札 丁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11 研農聞思錄 杜忠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11 研農聞思錄 杜忠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11 研農聞思錄 杜忠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28 游行飛三友記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28 游行飛三友記 李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42 那三十八天的戀情 徐鈺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42 那三十八天的戀情 徐鈺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59 以地名認識台灣 李筱峰作 平裝 1

9789573910466 昨日之蛇 洛夫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3910480 愛的進化史 袁紹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80 愛的進化史 袁紹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97 南海有多難: 地圖上看得到卻到不了的國境極南裴凡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497 南海有多難: 地圖上看得到卻到不了的國境極南裴凡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03 我的中東電影旅行: 伊朗.土耳其.希臘黃作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03 我的中東電影旅行: 伊朗.土耳其.希臘黃作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10 喚月: 唯有成為太陽,才能喚醒月亮風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10 喚月: 唯有成為太陽,才能喚醒月亮風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27 滾動的移工詩情 康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27 滾動的移工詩情 康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景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豪記影視唱片



9789573910534 我和一枝筆在路上. 2 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34 我和一枝筆在路上. 2 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65 星辰凝視著潮汐: 我的家族故事 杜欣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0880 物競心擇: 楊上峰 楊上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607 洪敬承生物: 生物得分金鑰 洪敬承編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71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論文專刊. 2018丁翠苓主編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57 銘傳大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設計組:「虛實X跨界」論文集. 2018衛萬里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907 臺東假期 Matt Andrews作; 林誠悅插畫; 廖翠娟翻譯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25959 修會歷史珍藏 聖功修女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973 關懷自然: 愛天主之道 達勉安.剛格福(Damien Gangloff)作; 伍啟鴻, Valérie Kwan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125973 關懷自然: 愛天主之道 達勉安.剛格福(Damien Gangloff)作; 伍啟鴻, Valérie Kwan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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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1616 什麼是彌撒 劉鴻蔭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71647 聖女小德蘭的神嬰小道 義大利米蘭城聖衣會隱修院編著; 馬永定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308 古往今昔北社尾 韋新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0

舞陽美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爾雅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嘉市保安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夢想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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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0465 當代藝軌. 2017: 嘉義市鐵道藝術發展協會曾麗華等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709 嘉義市全國攝影展. 第三十五屆 高瑞聲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92266 致童年 安德列.亞歷克斯作; 約瑟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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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7639 LOGO1000圖解書 杉江耕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646 可愛鋼珠筆美術教室 平田美咲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653 84道！小確幸的Home Café單盤料理永倉以千壽著; 李婉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7707 正韓家常菜: 由來台10年的人氣韓語老師親自傳授道地韓式美食100道俞靖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7813 松浦弥太郎の100個基本 松浦彌太郎著; 黃薇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4828 邏輯思考的本質 津田久資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23953 零秒思考力. 行動篇: 即斷、即決、即實行的瞬間執行力赤羽雄二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0544 原味鐵鍋料理 Eason, Dian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11 ICEBOX冰盒餅乾. 2 MINOTAKE製菓, 河村愛子企劃; 何姵儀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66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9480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 七堇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497 消失的夢田 羅莉.洛伊(Lori Roy)著; 林師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05 如果這可以是首歌 姚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12 終極冰箱常備菜: 常備菜一週計劃：主菜、副菜與炊飯的美味組合nozomi著; 陳冠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29 聽說時光記得你 溫如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36 減醣低卡湯料理 主婦之友社著; 何姵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35243 信賴經濟時代: 群眾募資達人教你如何打造成功眾籌艾蕾克斯.戴利(Alex Daly)著; 廖秉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67 用水彩描繪甜美日常 朴施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74 白崎茶會無麩質烘焙: 無麥、無蛋、無奶油的新形態美味甜點白崎裕子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81 給你，我的心意 岡部哲郎作; 麻耶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5298 大人的化妝書 長井香織著; 林以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03 星期天的甜點時光: 充滿大人可愛感的51款法式點心及飲品鄭榮仙著;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10 直感文具: 那些關於老派書寫的器物癖沈昶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27 告別菜尾世代: 大膽向世界遞履歷，我在哈佛體系的觀察洪雅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34 史上最強！水波爐脫油減鹽料理117水波爐同樂會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鐵道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精誠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市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漫遊者文化



9789869562041 萌觸感!狗狗毛線球: 捲一捲、剪一剪,跟著日本手作冠軍做最療癒的毛寶貝trikotri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58 又做了,相同的夢 住野夜著;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65 最高休息法: 經耶魯大學精神醫療研究實證久賀谷亮著; 陳亦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72 輕聲說再見 松浦彌太郎著; 許明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089 實現夢想時，「什麼」會發生呢？石田久二著; 游韻馨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2096 史上最強！隔間圖鑑300 The House著; 王莉萍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8787018 日本人妻邊惠玉教你幸福生活秘技244招邊惠玉作; 鄧瑾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87025 神祕莊園 宋智惠著; 林雨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32 向田理髮店 奧田英朗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49 星星之火 伍綺詩(CELESTE NG)著; 康學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087 成為讓上司值得託付的部屬: 51個向上管理的思考力岩田松雄著; 劉滌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87100 喝一碗醞釀節氣的好湯 黎慧珠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787117 工作，剛剛好就好 阿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223 慧光集. 72, <>講記 世親論師造頌; 堪欽索達吉譯釋初版 平裝 上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0367 應用於球類運動之視訊追蹤輔助訓練演算法及其系統實作徐敬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340367 應用於球類運動之視訊追蹤輔助訓練演算法及其系統實作徐敬亭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27 It is my pleasure 林柏涵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24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5學年度陳信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34 實踐服設畢業專輯. 2018 林承緯平面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10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畢業論文集. 2018謝建騰, 邱美純, 李元欣主編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圖爾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系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62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3年考古題. A-D級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一版 其他 1

9789869500579 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 2013年考古題. E-F級日本語檢定協會, J.TEST事務局編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901 孩子的第一本Mind Map英文單字地圖MIS語言教學中心作 平裝 1

9789869534918 18分鐘的英語會話課: 史上最人性化的英語自修課馬文英, 朱寧雁, 朱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932 連外國人都驚艷的口說英語王 Arada Kantahong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949 笑著作答的必考英文文法 徐潘妮作 平裝 1

9789869534956 連日本人都驚艷的口說日語王 MIS編輯部著 平裝 1

9789869534963 笑著應考的新多益自修課 李文昊, 易人外語教研組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970 生活英語微課堂: 1分鐘打造英語翻譯腦!Prapai Poongarmcherng, MIS編輯部著; 葉含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4987 職場英語微課堂: 1分鐘提升職場競爭力易人外語教研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34994 旅遊英語微課堂: 1分鐘變身行動翻譯機!吳木英, 夏建蘭, 朱童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7917 18分鐘掌握多益核心單字: 史上最有效率的單字記憶術!古金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924 第一次就要學好韓語 翁家祥, 方秋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3646 證券交易法 張進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6832 朝一座生命的山 慧光法師, 葉本殊口述; 李惠貞文字整理.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3200 發現演算法 俞征武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3651 帶著手札去旅行 施威銘研究室作 精裝 1

9789863124092 SketchUp 2017室內設計繪圖實務 陳坤松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726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自動避障六足音效機器人施威銘研究室著 平裝 1

9789863124740 別再把簡報塞滿!這樣做簡報才吸睛: 用PowerPoint成為簡報王渡辺克之作; 李明純, 黃珮清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917 邁向大數據的第一步!: R語言程式設計精要Jared P. Lander著; 鍾振蔚譯 其他 1

9789863124948 FLAG'S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手機遙控可編舞跳舞機器人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4962 Python資料運算與分析實戰一次搞懂Numpy、SciPy、 Mataplotlib、pandas最強套件中久喜健司作; 莊永裕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4979 咖啡for Beginners: 初學者一定要知道的咖啡器材事典晋遊舎編輯部作; 許郁文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語樂多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聚德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摩舍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9789863124986 IKEA.宜得利.無印良品.百圓商店...305種好物大集合!: 平價品牌家具選購指南晋遊舎編輯部作; 陳家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006 全民學程式設計: 從插畫學C語言 株式会社アンク作; 林克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013 三項全能圖解聖經: 詳細解析游泳、自行車、跑步關鍵技巧,提升效率達成目標James Beckinsale著; 李恆儒, 宋季純, 韓立祥譯初 精裝 1

9789863125020 Hand Lettering手寫字素材集 Azusa Tamura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5037 從零件到組合SolidWorks立體製圖設計基礎CADArtifex作; 吳其謙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5044 MIS一定要懂的82個網路技術知識福永勇二著; 黃瑋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075 精通大數據!R語言資料分析與應用Jared P. Lander作; 鍾振蔚譯 其他 1

9789863125082 野營技術教本 川口 拓著; 謝靜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178 人生哲思錄: 人性觀察. II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185 人生哲思錄: 精神家園. IV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192 人生哲思錄: 情感體驗. III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9619 人生哲思錄: 生命感悟. I 周國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2213 Brunello Library托斯卡尼義大利酒后: 我的130瓶布雷諾紅酒評審指南黃筱雯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221 紅都妖孽 王亞法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0042 馬克思的國家理論 黃代珩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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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0172 黑騎士物語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10189 黑騎士物語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9615600 連合艦隊的黎明: 出乎意料的帝國海軍在臺灣: 明治.大正初期艦艇寫真王佐榮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17 第二次朝鮮戰爭YUGIO. II, 前篇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24 第二次朝鮮戰爭YUGIO. II, 後篇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48 凝望鄧南光: 觀景窗下的優游詩人1924-1945王佐榮編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熊貓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點印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聚樂錄義大利美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0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0454 榮耀學校密集課程學生手冊. 課程二, 神蹟奇事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380454 榮耀學校密集課程學生手冊. 課程二, 神蹟奇事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461 榮耀學校密集課程學生手冊. 課程二, 神蹟奇事(簡體字版)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478 簡單的超自然: 活在榮耀界的鑰匙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485 簡單的超自然: 活在榮耀界的鑰匙(簡體字版)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作;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380492 時間與永恆 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著;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7703 時間與永恆(簡體字版) 約書亞.彌爾斯(Joshua Mills)著; 劉代華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9678 逾越節指南(簡體字版) 劉代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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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1218 十萬島文識臺灣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6032 墨舞乾坤: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暨海外書家作品大展專輯臺灣女書法家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923 卡爾卡西二十五首吉他練習曲 完全攻略羅文賜, 柯懿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947 呂昭炫吉他作品全集: 重奏曲集 呂昭炫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8476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 2018年鄒國益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女書法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榮耀事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人民

榮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印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吉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9789869378413 臺灣印社社刊. 第十八集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8420 台灣印社社刊. 第十九集 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8420 台灣印社社刊. 第十九集 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8437 台灣印社終南印社兩岸篆刻聯展作品集台灣印社, 終南印社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78444 台日青年篆刻交流展作品集. 2018陳宏勉, 林淑女策劃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47762 安寧護理臨床日誌 劉曉菁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347779 安寧護理個案報告 趙可式等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347786 安寧護理過程實錄 賴維淑, 楊婉萍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31697 六界妖后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0309 等待彩虹的女孩 逸木裕作;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16 獺祭.極致: 日本第一銘酒的重生銷售之路櫻井博志作;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0323 聽見花開的聲音 暖心四季篇章. 3 藤谷燈子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385 安達與島村 入間人間作; 蒼貓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0453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0583 ISUCA依絲卡 高橋脩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0699 就連神明大人也想知道故事結局!值言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705 86-不存在的戰區. Ep.2, Run through the battlefront安里アサト作; 李俊增譯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5640712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736 早安,愚者。晚安,我的世界 松村涼哉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743 機甲狩龍幻想戰記 内田弘樹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750 公爵千金是62歲騎士團長的嫩妻 筧千里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767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枯野瑛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774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0781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798 異界轉生強奪戰 mino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0835 軍武宅轉生魔法世界,靠現代武器開軍隊後宮!?明鏡シスイ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0842 軍武宅轉生魔法世界,靠現代武器開軍隊後宮!?明鏡シスイ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0880 少女編號 堂本裕貴漫畫; 渡航原作;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897 少女編號 堂本裕貴漫畫; 渡航原作;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0903 少女編號 堂本裕貴漫畫; 渡航原作;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927 從背後愛上呆萌的你 楓木まめ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941 我的女友是個過度認真的處女bitch松本ナミル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0958 從零開始的魔法書 虎走かける原作; 安岳漫畫; 楊采儒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0965 BROTHERS CONFLICT 2nd SEASON叶瀬あ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0972 BROTHERS CONFLICT 2nd SEASON叶瀬あつこ企劃.原案;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1009 異世界居酒屋「阿信」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 蝉川夏哉原作; 林莉雅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臺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9789575641016 NIRVANA じんx沙雪原作; 沙雪漫畫; 李文軒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1023 NIRVANA じんx沙雪原作; 沙雪漫畫; 李文軒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030 我把姊姊的肚子養大了 坂井音太原作; 恩田千路漫畫; 蔡孟婷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047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ユカ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054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ユカ漫畫; 小天野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061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女孩任務川原礫原作; 猫猫猫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085 毛小孩就愛玩: 我家柯基萌日記 らくだ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092 毛小孩就愛玩: 我家柯基萌日記 らくだ作; 游若琪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108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41115 億萬樂透得主的下場 鈴木信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122 陽台的幸福滋味. 3, 等待3月櫻花綻放的餐桌竹岡葉月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139 角落小夥伴幸福便當: 自己動手做,簡單又療癒!稻熊由夏作; 黃小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146 期待您大駕光臨: 老街和菓子店栗丸堂似鳥航一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153 博多豚骨拉麵團 木崎ちあき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160 死相學偵探. 6, 八獄之界 三津田信三作; 莫秦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1177 方圓三米有怪咖 蒲田美和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184 小珠的幸福宅配車 森澤明夫作; 鄭曉蘭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1207 大阪: 新旅遊情報.主題自由玩 KADOKAWA, 角川マガジンズ作; 汪欣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214 貓生好難. 1, 遺憾中的小確幸日常Q-rais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245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252 迷幻魔域Ecstas Online. 1, 魔王不准任何人破關久慈政宗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269 練好練滿!用寄生外掛改造尼特人生!?伊垣久大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276 獻上我的青春,撥開妳的瀏海 凪木エコ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283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惠比須清司作; PC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290 三千世界的英雄王. 2, 煉獄學園的魔人們壱日千次作; 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306 黑暗騎士不可脫. 4, #岸田同學#天手古舞#第五盞枝型吊燈木村心一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313 黑暗騎士不可脫. 5, #艾莉#甜地瓜薯條#弄濕枕頭之罪木村心一作; 林星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320 惡魔高校DxD. 23, 球技大會的鬼牌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337 惡魔高校DxD. DX.3, 十字x危機 石踏一榮作; 陳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344 熊熊勇闖異世界 くまなの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1351 驚爆危機ANOTHER 賀東招二原案.監修; 大黑尚人作; 薛智恆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1368 無頭騎士異聞錄DuRaRaRa!!SH 成田良悟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375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4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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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575641399 反戀主義同盟! 椎田十三作;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1405 武藝精研百餘年,轉世成精靈重拾武者修行赤石赫々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1429 奇諾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惠一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41436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1443 打工吧!魔王大人 和ヶ原聡司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1450 惡魔高校DxD 石踏一榮原作; みしまひろじ漫畫; kosara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1467 美眉憋不住 走馬燈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474 BROTHERS CONFLICT 2nd SEASON叶瀬あつこ企劃.原案; ウダジョ插畫;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481 BROTHERS CONFLICT 2nd SEASON叶瀬あつこ企劃.原案; ウダジョ插畫;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498 BROTHERS CONFLICT 2nd SEASON叶瀬あつこ企劃.原案; ウダジョ插畫; 咖比獸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504 夏亞的日常 南北漫畫;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511 廢天使加百列 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528 年下男友的甜蜜威脅 相葉キョウコ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535 情非得已,我要攻陷你。 高城リョウ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542 純情羅曼史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41559 世界一初戀: 小野寺律的情況 中村春菊作; 礿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1566 喧嘩 黑川博行作; 王華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1573 妖怪旅館營業中. 六, 豐收與離別的秋之祭友麻碧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580 淺草鬼妻日記. 1, 妖怪夫婦再續前生緣友麻碧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603 聽見未知的記憶 石井颯良作; 王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610 讀心男孩與傲嬌男孩 淀川ゆお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627 Fate/kaleid liner魔法少女☆伊莉雅3rei!!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1634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1641 Fate/Zero 虛淵玄(Nitroplus), TYPE-MOON原作; 真じろう漫畫; 未央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41658 同居不安定 タカダフミ子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665 同居不安定 タカダフミ子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1672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開趴嘍! 暁なつめ原作; ずんだコロッケ漫畫; 芙菈格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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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575641696 結婚後的戀愛進行式 shin5原作; sirocco漫畫; 冰心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702 LoveLive! School idol diary. 4, 真姬、花陽、琴梨、海未、日香公野櫻子原作; おだまさる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719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漫畫; Sharpice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726 為丑女獻上花束 作楽ロク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733 為丑女獻上花束 作楽ロク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1740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 5, 3rd特攻強襲 背叛者的選擇. 下時雨沢惠一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757 已達神級的一人生活 蒲田美和作; 徐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771 把洗髮精放在喜歡與討厭之間 瀬那和章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788 好吃又好玩 角落小夥伴手作BOOK主婦與生活社作; 呂沛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795 姊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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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641818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羅尉揚譯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1825 古書堂事件手帖外傳: 小口同學與我的文現對戰社活動日誌三上延原作.監修; 峰守ひろかず作; 可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832 轉生成自動販賣機的我今天也在迷宮徘徊昼熊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849 終將成為神話的放學後戰爭. 4, 魔眼之王與哀神劍舞なめこ印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856 境域的偉大祕法. 2: 盾牌死神與博士的絡新婦繪戶太郎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863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1870 賢者之孫. 5, 狂瀾怒濤的三國會談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887 29歲單身漢在異世界想自由生活卻事與願違!?リュート作; 曹茹蘋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1894 皇帝聖印戰記. 8, 覺悟的戰場 水野良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900 邊境的老騎士 支援BIS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1917 OBSTACLE SERIES激戰的魔女之夜川上稔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1924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1931 空戰魔導士培訓生的教官 諸星悠作; 陳士晉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2

9789575641948 14歲與插畫家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蔡環宇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1955 今天開始靠蘿莉吃軟飯! 暁雪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962 刺客守則. 4: 暗殺教師與櫻亂鐵路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979 就連神明大人也想知道故事結局!值言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1986 六界妖后 張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1993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いみぎむ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2006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2013 情色漫畫老師 伏見つかさ原作; rin漫畫; 蔡環宇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2020 小涼宮春日的憂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JUSTICE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2037 小長門有希的消失 谷川流原作; ぷよ漫畫; JUSTICE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2044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2051 極道超女 大武政夫作; 咖比獸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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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564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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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575642082 辣妹與宅妹的不解孽緣 河合朗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099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外傳Gun Gale Online時雨沢惠一原作; たもりただぢ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105 星月燦爛偶像社 葉賀ユイ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112 星月燦爛偶像社 葉賀ユイ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129 在未來與你編織愛 あかねソラ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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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5642143 佐佐木與宮野 春園ショウ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150 少女騎士團物語 犬江しんすけ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167 少女騎士團物語 犬江しんすけ作; 雪淬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174 不幹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 北川恵海原作; 鈴木有布子漫畫; 雪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181 賢者之孫 吉岡剛原作; 緒方俊輔漫畫; 飛飛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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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575642204 八月的尾聲,宛如世界末日。 天澤夏月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211 千鳥亭的美味食光. 1: 京都的小小便當店十三湊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228 夜見師 中村ふみ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235 掌心裡的毛球!: 帶來幸福的刺蝟小紅豆角田修一作; 林莉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242 極惡偵探 望公太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259 輕鬆又療癒 角落小夥伴手作BOOK主婦與生活社作; 呂沛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266 你好哇,暗殺者。 大澤めぐみ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280 記憶使者 織守きょうや作; 陳盈垂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2297 還我窈窕臀操: 1次只要3分鐘,搞定臀部健康瘦!松尾タカシ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303 北海道: 新旅遊情報.主題自由玩 北海道Walker編輯部作; 卓惠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643 親和第一莫相仇: 臺灣光復致團文獻彙編丘淑女編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7543 太和: 海峽兩岸道家道教與周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王之敏等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0

送存冊數共計：150

臺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周易養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5141 曼谷地鐵遊. 2018年 media porta編;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387 心之谷 柊あおい原作; KUMAKO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5615 難道長得不帥就只能當個好人嗎?RIVER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5622 積木創意聖經: 打造我的微型世界Saito Yoshikazu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39 新食感的美味馬芬蛋糕: 3種植物油x5種蛋糕體x46款變化吉川文子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684 累 松浦だるま原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755691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755707 笨拙的沉默戀情 高永ひなこ漫畫;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55714 羊先生郵差 草間さかえ原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5721 BL童話: 腐女無可救藥的空想物語山本アタル等漫畫; kyo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5738 翻轉職場魯蛇人生: 25種保持競爭優勢的方式秋山進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745 BL之間的性愛與身體：踏入腐界最想了解的真相！Post Media編輯部著; 呂郁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752 光榮特庫摩的創意行銷力: 「三國志」「無雙系列」「安琪莉可」日本遊戲金牌製作人襟川陽一從0到1的成功法則澀澤光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769 擁抱火輪的少女. 1, 晴轉地獄 七沢またり著; ASAT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783 東京文藝小散策: 3大類藝文景點x12區踩點介紹x137間必逛展館增山かおり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790 用鑄鐵鍋做常備菜: 只花3小時,輕鬆搞定1週菜色!石川智佳子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06 這也不算是戀愛。 hagi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13 探索者的目標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20 山田醫生不懂愛 霧嶋珠生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37 屍者帝國 伊藤計畫X円城塔, Project Itoh原作; 樋野友行作畫; 蔡承胤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5844 雪人YUKITO 大沢在昌原作; 門田昌子漫畫; 林子傑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5851 一句話打動人心,讓對方決定和你聊下去!阿隅和美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68 你不是不夠努力,只是還沒用對方法: 讓人生幸福、輕鬆過的51個訣竅野澤卓央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75 漫畫美胸姿勢繪畫技法 ポストメディア編輯部編著; 陳識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882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864755929 魔王的秘書 鴨鍋かもつ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5943 話術專家的主導式溝通: 10萬人口碑保證,用提問掌握人心!櫻井弘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74 吉川文子的輕烘焙派&塔: 植物油、優格取代奶油,美味無負擔!吉川文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81 一點也不正經的希臘眾神們: 讓有趣插圖帶你輕鬆了解希臘神話故事杉全美帆子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5998 終結工作沒效率、做事愛拖延的16個關鍵習慣: 幫大腦重開機!黑川伊保子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25 資訊分析力: 三大步驟教您快速擷取有效資訊理央周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32 不孤單的照護: 專業人員經驗與智慧輔助,從容面對居家失智照護微笑無慮探險隊著; 元子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49 讓人忍不住侃侃而談的358個提問技巧: 問對方式,談話不NG、好感大躍進!日小田正人, 松田充弘著; 蕭雲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56 問出改變力: 讓員工主動思考、團隊不缺創意、顧客增加需求的破冰提問法則河田真誠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70 高效清潔收納術: 潔客幫親授打掃技巧,step by step照著步驟做,輕鬆打掃不費力潔客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094 數據分析的力量: Google、Uber都在用的因果關係思考法伊藤公一朗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00 下班後的幸福烘焙時光: 兩步驟輕鬆完成名店滋味吉野陽美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17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756124 經典德式麵包大全 森本智子著; 安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31 肉肉瑜伽 深堀真由美著; 趙誼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56148 超漫遊: 札幌.小樽.富良野.旭山動物園TAC出版編輯部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東販



9789864756155 頂尖日本網球教練中本圭的網球入門: 用最快速、最正確的方式教你打好網球中本圭監修;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62 如何把公司內反抗勢力化為革新助力: 讓日本一流經營顧問教你榊卷亮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79 日本FX專家的7天外匯交易課: 初學者也能年獲利20-30%鹿子木健著; 陳識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86 無印良品的收納魔法: 完整收錄7位收納專家的商品活用技巧主婦之友社編;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193 日本甜點達人私藏配方: 美味起司蛋糕52款KADOKAWA CORPORATION編著; 黃嫣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09 東京巴士散步地圖 京阪神エルマガジン社編著; 王怡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16 頂尖業務培訓手冊: 從心態養成到價值、風格創造徹底訓練!北澤孝太郎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23 沒人教我怎麼當主管: 量身打造領導力,小團隊也能締造好成績!和智右桂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30 超省時!冰箱常備冷藏發酵麵包: 隨切隨烤,每天都吃得到現烤麵包!吉永麻衣子著; 徐瑜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47 姬川的懶人飯 二階堂幸原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6254 和討厭的他共度夜晚 さがみしか作; Hikari TO Kage, 陳欣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61 暴君 平等與存 未散ソノオ原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78 獸化病毒入侵 空廼カイ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285 愛的圖像 猫野まりこ原作; KUMAKO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292 間諜之家 真刈信二原作; 雨松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308 用羊毛氈戳出 超療癒醜萌動物們的日常ぴー太郎左右衛門作; 許倩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315 鳥葬巴別塔 二宮志郎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6322 寂寞烏鴉沉溺之夜 御子柴トミィ作; KUMAKO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339 虐殺器官 麻生我等漫畫; 伊藤計劃原作;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346 探索者的羽翼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353 地海戰記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原作; 章澤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56360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756377 超漫遊東京 TAC出版編輯部編著; 黃筱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384 非婚．大事: 不婚族/同志伴侶一定要曉得的生活法律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391 臥底威龍 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864756407 間諜之家 真刈信二原作; 雨松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56414 這樣的舉動也算戀愛的話 市川けい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421 戀愛時要厚臉皮 中田アキラ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438 不能說是愛 榎田尤利作; 朔小方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6452 柚子森妹妹 江島絵理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6469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 菊地正太作; 吊木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476 銀河騎士傳 貳瓶勉作; 李昆達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756483 我弟弟今天的請求 つむみ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490 探索者的俘虜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06 末日的華爾滋 鮫沢伐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13 自製天然酵母麵包50款: 日本排隊名店傳授寺本五郎, 寺本康子著; 安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20 療癒又實用!可愛萌系羊毛氈居家小物38款さくだ ゆうこ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37 打造層次分明的肌肉訓練全書: 全身肌肉圖解x精準部位鍛鍊岡田隆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44 做對翻修,老屋再住20年: 從挑對屋型、掌控預算到裝修工程,老屋變身好屋必學翻修技巧東販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68 水耕蔬果入門書: 輕鬆現摘！打造自己的小小菜園伊藤龍三著; 童小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75 開一間獨具風格的麵包店 Business Train(株式会社ノート)著; 林琬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82 實用又帥氣!: 男孩風手作布包 主婦與生活社編; 梅應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599 模仿的經營學: 創新始於模仿,徹底解析Apple、Google等企業的成功模仿經驗井上達彥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05 美味低醣常備菜108道: 日本名醫+料理達人共同研發,吃飽也能瘦!江部康二, 大庭英子著; 黃嫣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12 獲利來自於改變: 汲取矽谷智慧,見證GE的轉型革命中田敦著;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29 職人手感起司甜點: 一個琺瑯盤x簡單步驟x冷熱都好吃!木村幸子著; 黃嫣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36 超圖解74款景觀盆栽入門技法 廣瀨幸男著; 元子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193 總體經濟學 陳正亮, 謝振環著 4版 平裝 1

9789574839315 財務管理概論 劉亞秋, 薛立言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322 行政學 黃朝盟, 黃東益, 郭昱瑩著 1版 平裝 1

9789574839339 稅務法規解析與應用 張敏蕾編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7728 私募股權基金剖析: 從國際到台灣本土黃日燦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409 舞蹈創作教學課程發展與實作案例(大專)簡華葆作 平裝 1

9789869658416 傳承中的變動: 探討臺灣芭蕾歷史、教育現況與身體觀簡華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354 台灣指南 台灣英文新聞廣告部 三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0764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1293 菩提資糧 帕奧禪師(Pa Auk Sayadaw)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25 去塵除垢 帕奧禪師講述; 尋法比丘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01 增支部一集巴利 瑪欣德尊者(Bhante Mahinda)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49 復歸佛陀的教導. 一, 兼論印順法師的詮釋觀淨尊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56 追思禮讚水尊者 水尊者的弟子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63 大金塔前的省思: 從佛教深植於緬甸的盛況談我們的時代課題觀淨尊者講; 王寶昭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70 側記帕奧禪法在台灣: 兼述南傳佛教與華人學潮之相遇觀淨尊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187 The workings of kamma 帕奧禪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芭蕾藝術教育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英文新聞

送存種數共計：88

送存冊數共計：88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9789869501194 突破止觀 帕奧禪師(Pa Auk Sayadaw), 敏頂蒙(Mehm Tim Mon)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502 中華民族天子帝王聖號錄列祖列宗姓氏譜黃逢時主編 二版 精裝 1

9789869506519 世界789戰爭簡述 黃逢時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06526 中華道統.血脈延年 黃逢時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6533 蚩尤文化研究 混元禪師作 平裝 2

9789869506540 中華民族歷劫戰爭錄 黃逢時編輯 平裝 1

9789869506557 中華民族3762次戰爭錄 黃逢時編輯 精裝 1

9789869506564 工業始祖蚩尤帝 黃逢時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4384 各國原住民族的礦權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84 各國原住民族的礦權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84 各國原住民族的礦權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91 轉型正義、基督宗教、解殖民 施正鋒, 邱凱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91 轉型正義、基督宗教、解殖民 施正鋒, 邱凱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4391 轉型正義、基督宗教、解殖民 施正鋒, 邱凱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64827 臺灣旅遊攝影學會創會二十五週年國際藝術年鑑黃美莉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03943 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intermediate course: listening and readingLin Lougheed[作] 6th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037591 野獸大書 BEASTS 烏瓦爾.佐梅爾(Yuval Zommer)作; 劉維人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037607 我的音樂鋼琴書 山姆.塔普林(Sam Taplin)文; 瑞秋.斯塔布斯(Rachel Stubbs)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530322 人生就是那麼回事: 馮內果。短篇馮內果(Kurt Vonnegut)著; 黃美姝, 彭臨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353 子海珍本編: 國家圖書館珍藏子部善本. 第二輯臺灣商務印書館子海編纂小組編印初版 精裝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臺灣旅遊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培生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臺灣鬼谷文化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麥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商務



9789570530506 伊斯蘭史綱: 七世紀至二十世紀的穆斯林政權克利福德.埃德蒙.博斯沃斯(Clifford Edmund Bosworth)著; 張人弘, 池思親譯臺灣初版平裝 1

9789570530537 從蒙古到大清: 遊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岡田英弘著; 陳心慧, 羅盛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0667 新加坡史 陳鴻瑜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570530674 國史大綱 錢穆著 修訂四版精裝 1

9789570530681 改變人生的火種 王壽南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0530728 子海珍本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子部善本. 第一輯臺灣商務印書館子海編纂小組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530919 子海珍本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子部善本. 第二輯臺灣商務印書館子海編纂小組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530919 子海珍本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子部善本. 第二輯臺灣商務印書館子海編纂小組編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531015 蘇格拉底咖啡館: 哲學行動新滋味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著; 林雨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077 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 宋朝 小島毅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091 親愛的,分手不是你的錯: 5步驟好好說分手,找回愛情的自由凱瑟琳.伍沃德.湯瑪斯(Katherine Woodward Thomas)著; 陳家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07 鋼鐵德國: 難民潮下的危機與轉機賴麗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14 小字標準草書草聖千文 于右任書; 廖禎祥藏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21 大字標準草書草聖千文 于右任書; 廖禎祥藏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38 草聖千文 于右任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0531145 子海珍本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子部善本. 第三輯臺灣商務印書館子海編纂小組編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570531152 別忘了我自己 馬修.湯瑪斯(Matthew Thomas)著; 蘇瑩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69 絢爛的世界帝國: 隋唐時代 氣賀澤保規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76 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張瑞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83 消失吧,紙本世界! Robert M. Sonntag著; 宋淑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190 論語今註今譯 毛子水註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1206 事發的19分鐘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顏湘如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1213 姊姊的守護者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林淑娟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1220 課堂上沒教的科學知識: 60則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張之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37 世界精選巧克力輕圖鑑: 產地巧克力、莊園巧克力、白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嚴選101款最美味的巧克力入門指南瓦倫汀.帝貝兒(Valentine Tibère)著; 蘇瑩文, 周佳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44 簡單的哲學課: 從一句美味格言開始艾倫.史蒂芬(Alain Stephen)作;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51 王羲之大楷精華 佘雪曼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1268 三生三世紅樓夢 馬瑞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75 阿毘達磨論之研究 木村泰賢著; 釋依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82 與騎鯨少年相遇: 陳克華的「詩想」陳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82 與騎鯨少年相遇: 陳克華的「詩想」陳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299 好想去的130間東京街角書店 和氣正幸著;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05 簡單料理的自炊提案: 便當菜、常備菜、家常菜，省時x節約x簡單的146種料理,全都是「1+1」種食材就搞定!Mizuki著;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05 簡單料理的自炊提案: 便當菜、常備菜、家常菜，省時x節約x簡單的146種料理,全都是「1+1」種食材就搞定!Mizuki著;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12 中華的崩潰與擴大: 魏晉南北朝 川本芳昭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12 中華的崩潰與擴大: 魏晉南北朝 川本芳昭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29 小貓咪呼嚕聲的幸福禪式生活 蘇菲.瑪詩朵(Sophie Macheteau)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36 漢經學史 程元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36 漢經學史 程元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43 大汗之國: 西方眼中的中國 史景遷(Jonathan Dermor Spence)作; 林熙強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1350 子海珍本編: 國家圖書館珍藏子部善本. 第三輯臺灣商務印書館子海編纂小組編印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531367 曹操傳 張作耀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0531374 三國志的世界: 東漢與三國時代 金文京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398 利休之死 山本兼一著; 張智淵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1411 咖哩香腸的誕生 烏韋.提姆(Uwe Timm)著; 劉燈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0531428 家有彩虹男孩: 探索性別認同的路上母子同行洛莉.杜倫(Lori Duro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14209 蒙田隨筆全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潘麗珍,王論躍,丁步洲譯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0514353 蒙田隨筆全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馬振騁等譯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0514452 蒙田隨筆全集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著; 陸秉慧,劉方譯初版 平裝 下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5745 和平物語: 日產傳承 族群融合: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七十週年紀念專書鄭仰恩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2713 活力松年: 教會關懷長老事工見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編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417 什麼是漢語神學? 曾慶豹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4642 快速發展中的墨西哥 施正鋒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5265 金剛經心經(白話插圖版) 李克, 李亦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593 六祖壇經(白話插圖版) 慧能原著; 李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609 周易評注本 伏羲, 周文王著; 崇賢書院釋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623 莊子評注本 莊子原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682 臺海藝蹤2017 馮儀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988699 墨韻 馮儀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0466 軟性計算於資料探勘之應用 溫坤禮, 游美利[作] 第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6

送存冊數共計：52

臺灣基督長老和平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松年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感性資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崇賢館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畫院(臺北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139 三十而立: 臺大骨科成立30週年紀念臺大骨科,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編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6831 兒童與青少年訓練 張嘉澤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915 台灣電路板產業市場調查報告. 2016(2017版)台灣電路板協會市場資訊委員會編輯平裝 1

9789869382922 電路板新進工程師手冊 張靖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82939 PCBSHOP採購指南. 2018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7127 Persil寶瀅衣起寫生趣作品集. 2017臺灣漢高股份有限公司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603 臺灣製藥工業發展70年光影 陳威仁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03826 不要想太多把買股當成搭火車就夠了江禮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303833 人人做得到的網路資料整理術 贊贊小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7262 樂樂聽讀兒童初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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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05375 行政訴訟權保障之現代意義. 三, 日本與台灣行政法之比較研究闕銘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運動能力診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電路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楓城骨科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論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廣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樂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灣漢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製藥公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647 普巴金剛儀軌: 無虛善輯 伏藏師珍寶洲法王作; 普舟法師中譯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2454 台灣聲學學會第30屆學術研討會暨第10屆海峽兩岸聲學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831 ICD-10-PCS病歷書寫參考指引. 系列一邱正仁等作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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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3201 淨土之道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218 大圓滿龍欽寧體前行引導文備忘錄: 暇滿難得講記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225 淨土或問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232 淨土十疑講記 益西彭措堪布講解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418 狼道管理思維 汪峻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432 歌德語錄 林郁主編 修訂一版平裝 1

9789869568456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463 影響力的本質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470 STOP重新出發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487 寫給妳的 陶樂絲.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494 一定會產生作用的說話技巧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705 卡耐基一生受用的名言 陶樂絲.卡耐基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729 五分鐘名人祕史 戴爾.卡耐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2475 空少的咖啡之旅: 東京 張智翔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噶千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質人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顯密佛教教育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8

潮21Book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聲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醫院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0959 N3聽解擬真試題: 全15回聽力100%up!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0966 N4聽解擬真試題: 全15回聽力100%up!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070973 N5聽解擬真試題全15回聽力100%UP!德川文化編輯小組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85512 阿道手札 李佩道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525 神來一卜蔡上機易經占卜天書 蔡上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012 濃.密.黑權威名醫的癒髮力: 一本搞定落髮、白髮、禿髮各種髮失能的頭髮百科x居家養髮小祕訣彭賢禮, 張宏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043 1周7日美味鬆餅提案: 1人獨享x2人午茶時光x小家庭聚會賴彥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5067 自癒: 找回身心平衡的引導與練習－釋放壓力X解除疲乏感X啟動身體免疫力陳威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904 現實的訴說與別離 李英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4686 復性書院講錄 會稽.馬浮撰 三版 精裝 1

9789865754693 陳眉公四種(太平清話.偃曝餘談.眉公羣碎錄.枕譚)(明)陳繼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709 閱微草堂筆記 (清)紀昀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716 蒹葭樓詩 黃節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5754723 撰聯指南 秦同培撰 再版 平裝 1

9789865754730 論語通釋 (清)焦循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801 樂樂. 卷一, 心的記憶 黃文貞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養心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養心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樂山居畫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上機國際顧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49884 社會行走100訣 李赫著 第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908 一根竹子的旅行 塗宜螓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7019 發展遲緩兒童口腔照護服務工作手冊王傳育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517 小廚房的食養計劃: 零油煙の蔬食好味X60陳穎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531 遇見園藝治療的盛放: 啟動五感能力,接受植物療癒力量郭毓仁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65548 喘口氣&解心事必備!: 襪娃兒的心靈密碼: 找到自我,舞動快樂心能量林金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555 超簡單,初學者OK!太極拳一星期練習計劃市來崎大祐監修.示範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65562 原味素料理哲學: 在家就能完成的163道韓國寺院料理鄭宰德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1210 歡迎來到木桶陣: 阿貓阿狗木桶鎮觀光導覽手冊郭炳宏, 洪若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609 熊貓英雄二部曲: 神農傳說 猛瑪象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3616 熊貓英雄三部曲: 終極力量 猛瑪象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3623 不懼: 當為則為 林享能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3630 被天堂遺忘的孩子 索妮雅.納薩瑞歐(Sonia Nazario)著; 許晉福譯增訂版 平裝 1

9789869513647 喚醒人體本能自癒力: 食氣、不食、斷食魏鼎著; 宋偉祥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3654 動物史記: 聽海參爺爺說故事 陸含英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3661 重慶情書 張新波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13685 這是一本教你走路治病的書 : 走出一個好身體，風靡全球的走路療法一次教會你胡建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數位原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和醫院牙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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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鞋生活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黎明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608853 獵巫、叫魂與臺灣定位: 兼論釣魚臺、南海歸屬問題林滿紅著 增訂再版平裝 1

9789571608860 林衡道先生訪談錄 林衡道口述; 卓遵宏,林秋敏訪問; 林秋敏記錄整理再版 平裝 1

9789571608884 別讓情緒失控害了你 曾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8907 迎風之歌:烈嶼風情畫 張麗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601106 說文解字注 (漢)許慎撰 八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93586 沖繩地圖隨身go 墨刻編輯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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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2893647 京都地圖隨身go 黃雨柔,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54 柬埔寨 : 吳哥.暹粒. 金邊. 西哈努克王偉安,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61 阪神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8-2019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678 東京無料100 呂宛霖,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08 澳洲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22 桃園旅遊全攻略 地毯式景點搜尋、必吃美食不遺漏、優質住宿大公開、必玩行程超實用、好用地圖不迷路曾家鳳, 廖靜清, 菜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39 出發!京阪神自助旅行: 一看就懂旅遊圖解Step by Step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46 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53 紐約.費城.華盛頓.尼加拉瓜大瀑布王偉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753 紐約.費城.華盛頓.尼加拉瓜大瀑布王偉安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93760 花蓮nice trip 蔡蜜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77 義大利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許芳菁等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84 台灣鐵道一泊二日 TRAVELER Luxe旅人誌編輯室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791 東京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07 東歐: 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汪雨菁, 黃浩雲, 墨刻編輯部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14 東京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21 北海道攻略完全制霸. 2018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38 荷比盧 陳蓓蕾,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45 高雄nice trip 陳淑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52 首爾地鐵地圖快易通. 2018 柯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69 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李欣怡,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76 瑞士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83 關西近郊攻略完全制霸: 奈良.滋賀.和歌山.三重.岡山.瀨戶內海黃雨柔, 周麗淑, 墨刻編輯部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890 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地球の歩き方編集室作; 林琴惠, 邱正忠, 林安慧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06 沖繩攻略完全制霸 林宜君, 墨刻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2893913 花蓮台東3天2夜這樣玩最喜歡: 200個必拍景點X15條主題路線輕鬆自由搭配才是旅行王道曾家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3218 熱力學(精華版) Claus Borgnakke, Richard E. Sonntag原著; 章哲寰譯八版 平裝 1

9789868613218 熱力學(精華版) Claus Borgnakke, Richard E. Sonntag原著; 章哲寰譯八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7

送存冊數共計：54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墨刻



9789869504256 熱力學(精華版) Claus Borgnakke, Richard E. Sonntag原著; 章哲寰譯九版 平裝 1

9789869504263 微積分 劉明昌, 李聯旺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4270 工程數學(精要版) 劉明昌, 李聯旺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2563 從零開始公路車維護保養入門手冊！樂活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507 從日照條件了解植物特性: 多年生草本植物栽培書小黒晃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14 全圖解:花草好時日.跟著James開心初學韓式花藝設計Jame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21 自種.自摘.自然食在: 陽臺盆栽小菜園NHK出版授權; 北条雅章, 石倉ヒロユキ監修; 夏淑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38 室內觀葉植物精選特集: 理想家居,就從植栽開始!TRANSHIP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45 花時間: 幸福花時光.美好滿溢的暖心花藝KADOKAWA CORPORATION著; 林麗秀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52 學習花的構成技巧.色彩調和.構圖配置: 花藝設計基礎理論學磯部健司著; 楊妮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69 隨手一放好療癒: 雜貨風綠植家飾 空氣鳳梨栽培圖鑑118鹿島善晴著; 松田行弘監修; 楊妮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76 隨手一束即風景: 初次手作倒掛の乾燥花束岡本典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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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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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789869589208 字母LETTER. 3: 顏忠賢專輯 衛城出版編輯部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239 「少爺」的時代. 第三卷: 蒼空之下關川夏央, 谷口治郎著; 劉蕙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26 「少爺」的時代. 第四卷: 明治流星雨關川夏央, 谷口治郎著; 劉蕙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33 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 芮貝卡.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著; 賴盈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40 殖民之後: 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作;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64 「少爺」的時代. 第五卷: 悶悶不樂的漱石關川夏央, 谷口治郎著; 劉蕙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71 幽黯國度: 障礙者的愛與性 陳昭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88 全員在逃: 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愛麗斯.高夫曼(Alice Goffman)著; 李宗義, 許雅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6734 養脾胃就是養命,養好脾胃不生病 易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41 改變輕鬆體質的100種排毒妙招 程朝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65 名醫教您: 以食為藥是最聰明的治癌新觀念何裕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72 免疫系統: 解開身體自癒本能的簡單良方傅治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6796 人生體驗生命中不可遺憾的49件事王芳郁著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衛城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3

樂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0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5107 浮島迴 劉柏村總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847 我的第一本彩色音符書 Flora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78903 <>點校. 1(1-6卷) 林燊祿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10 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 小泉盜泉<>研究莊怡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27 胡適晚年學思與行止研究(1948-1962)任育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78934 八磅熨斗: 隔離社會下的美國華人洗衣工陳靜瑜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563 遠方之鏡: 動盪不安的十四世紀 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作; 邵文實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2570 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 無情報國家的悲劇堀榮三著; 鍾瑞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2587 BBC世界史 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著; 邢科, 汪暉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532594 冷戰在亞洲: 沈志華演講錄 沈志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5201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卷二, 形形色色的交換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 施康強, 顧良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800 供養上師法: 「樂空轉運」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造; 寶法稱.仁欽曲札漢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1337 臺語詩酒360. 4 蔡澄甫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513 不用買烤箱也OK!法國老奶奶的平底鍋鹹甜蛋糕食譜依麗絲.黛爾帕.艾爾瓦黑(Elise Delprat-Alvares)作; 蘇菲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12599 青年寫給青年的東協工作筆記: 歷史、產業、生活、民情觀察何則文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1105 飯人食堂: 挑好米、一鍋燒,中西日韓好食感飯料理飯人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1112 威士忌學: 簡史‧原料‧製程‧蒸餾‧熟陳‧調和與裝瓶,追尋完美製程的究極之書邱德夫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1136 請問詹姆士: 為什麼能這麼好做?解救餓忙族的91道姆士流家常菜詹姆士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盤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寬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稻鄉

墨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澄富電腦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寫樂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8122 告別中國: 一位台灣父親給兒子的畢業禮物吳祥輝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18139 惜別日本: 父母子的日本全火車旅行吳祥輝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8918146 離別韓國: 台灣父子在南韓的相會吳祥輝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18153 磅礡美國: 環遊美國50州 吳祥輝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918160 驚喜挪威: 全球文明發展指數最高的國家吳祥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18177 芬蘭驚艷: 全球最誠信的國家 吳祥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18184 驚歎愛爾蘭: 歐洲最苦難的國家之一吳祥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8918191 拒絕聯考的小子 吳祥輝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608 朗朗學英語: 字彙. 第一集 邱增榮作 修訂初版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9222 統計實務 易正明, 楊彥文, 陳重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9222 統計實務 易正明, 楊彥文, 陳重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400 莊子一點靈: 東方生命療癒先行者葉海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417 地獄是可以克服的: 一個台灣記者的311日本東北紀行姚巧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728 鋼琴小子: 為兒童設計的一本活潑又有趣的鋼琴教材漢斯-剛特.霍伊曼(Hans-Gunter Heumann)編著; 安德烈亞斯.舒爾曼繪圖; 林駿棋, 李宗霖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827 二胡民謠小品曲集 張富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86858 活動手冊: 彈奏-樂趣-資訊搭配鋼琴教本鋼琴小子漢斯-剛特.霍伊曼(Hans-Gunter Heumann)作; 林駿棋, 李宗霖翻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606 SWEETQ幸福創刻集: 紅色原力.聽星星說話卓憶嵐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蝴蝶蘭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億學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親子天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閱識界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3736 尋獸記 高培耘撰寫; 劉旭恭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43 完美特務 張維中撰寫; 九子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50 星星壞掉了 孫梓評撰寫; 劉旭恭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67 我是光芒! 黃羿瓅撰寫; 王書曼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74 爺爺泡的茶 孫梓評撰寫; 恩佐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81 山米和浪花的夏天 黃羿瓅撰寫; 錢茵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73798 胖嘟嘟 高培耘撰寫; 林小杯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05 讓我們看雲去: 王維、孟浩然 張維中撰寫; 謝祖華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67 詩無敵: 李白 高培耘撰寫; 來特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50 花開了: 鏡花緣.唐小山的故事 張曼娟, 孫梓評撰寫; 川貝母繪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43 看我七十二變: 西遊記.孫悟空的故事張曼娟, 張維中撰寫; 王書曼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36 麻煩小姐: 杜甫 黃羿瓅撰寫; 王書曼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29 我家有個風火輪: 封神演義.哪吒的故事張曼娟撰寫; 周瑞萍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12 野蠻遊戲 張維中撰寫; 達姆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74 邊邊: 邊塞詩 孫梓評撰寫; 蘇力卡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5981 找不到系列. 1: 找不到國小 岑澎維作; 林小杯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5998 找不到系列. 2: 找不到山上 岑澎維作; 林小杯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302 找不到系列. 3: 找不到校長 岑澎維作; 林小杯繪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319 火裡來,水裡去: 唐傳奇.杜子春的故事張曼娟, 高培耘撰; 蘇子文繪圖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8326 海愛牛社區. 1: 歡迎光臨海愛牛 王文華作; 賴馬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9498333 海愛牛社區. 2: 歡迎光臨餓蘑島 王文華作; 賴馬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8421 小孩的科學STEAM系列01: 爬牆機器人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坤誼, 盧俊良作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69 我家蓋了新房子 童嘉文.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8483 小壁虎頑皮故事集. 2: 翻天覆地的小壁虎岑澎維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08490 小壁虎頑皮故事集. 1: 天外飛來的小壁虎岑澎維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753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童嘉文.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760 我家有個遊樂園 童嘉文.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26784 為什麼全世界不能用同一種錢?: 一起認識世界金融費莉西亞.羅(Felicia Law), 傑拉德.貝利(Gerald Edgar Bailey)著; 顏銘新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6791 為什麼國家有的窮、有的富?: 一起認識國家經濟費莉西亞.羅(Felicia Law), 傑拉德.貝利(Gerald Edgar Bailey)著; 顏銘新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4207 為什麼我不能把錢花光?: 一起學習個人理財費莉西亞.羅(Felicia Law), 傑拉德.貝利(Gerald Edgar Bailey)著; 顏銘新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4214 為什麼爸媽忙著努力賺錢?: 一起學習家庭理財費莉西亞.羅(Felicia Law), 傑拉德.貝利(Gerald Edgar Bailey)著; 顏銘新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4238 企鵝熱氣球 林世仁文; 呂淑恂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4252 老師，是孩子遲來的父母: N位夥伴Ｘ蘇文鈺的熱血連線蘇文鈺故事書寫; 盧諭緯採訪整理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4276 小恐怖 侯維玲作; 吉樂藍儂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4283 小小哭霸王 方素珍作; 小蘑菇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4290 真假小珍珠 方素珍作; 小蘑菇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03 小珍珠選守護神 方素珍作; 小蘑菇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10 獵書遊戲: 被詛咒的寶藏 珍妮佛.夏伯里斯.貝特曼(Jennifer Chambliss Bertman)文; 卓妙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9127 別找我麻煩: 37個幫助孩子勇敢面對霸凌的好對策蘇珊.艾考芙.格林(Susan Eikov Green)作; 李岳霞, 王素蓮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549134 我不是壞小孩,只是愛生氣: 40個幫助孩子控制怒氣的活動勞倫斯.夏皮羅(Lawrence E. Shapiro), 札克.佩塔-海勒(Zach Pelta-Heller), 安娜.格林沃爾德(Anna F. Greenwald)作; 吳艾蓁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41 交個朋友吧: 輕鬆擁有友誼的40個方法勞倫斯.夏皮羅(Lawrence E. Shapiro), 茱莉亞.侯姆斯(Julia Holmes)作; 王素蓮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9158 我不再害羞了: 42個練習克服畏縮理查.布洛索維奇(Richard Brozovich), 琳達.闕斯(Linda Chase, Lmsw)作; 黃敦晴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3024 30張圖讀懂科技 賽門.羅傑斯(Simon Rogers)文; Studio Muti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3031 30張圖讀懂太空 賽門.羅傑斯(Simon Rogers)文; 珍妮佛.丹尼爾(Jennifer Daniel)圖; 劉嘉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3062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以好奇的姿態,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人李崇建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095099 教出閱讀力 柯華葳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112 雪獅 吉姆.黑爾摩(Jim Helmore)作; 理查德.瓊斯(Richard Jones)繪; 游珮芸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204 成長性思維 安妮.布魯克(Annie Brock), 希瑟.韓德利(Heather Hundley)著; 王素蓮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341 一直長大的神奇屋 羅宏.希沃雷格(Laurent Rivelaygue)文; 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尉遲秀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358 繪本100+輕鬆打造英語文法力 李貞慧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365 怪傑佐羅力之神袐間諜與巧克力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372 怪傑佐羅力之機器人大作戰 原裕文.圖; 周姚萍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389 西貢小子 張友漁文; 達姆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402 神祕圖書館偵探. 3, 偷書賊、咒語書與大風吹車站林佑儒文; 25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419 貓巧可真快樂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426 我的第一套安全知識繪本. 1: 不讓消防員傷腦筋金旦枇作; 洪元杓圖; 葛增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433 我的第一套安全知識繪本. 2: 不讓醫生傷腦筋金旦枇作; 洪元杓圖; 葛增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440 我的第一套安全知識繪本. 3: 不讓警察傷腦筋金旦枇作; 洪元杓圖; 葛增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457 我的第一套安全知識繪本. 4: 不讓清潔員傷腦筋金旦枇作; 洪元杓圖; 葛增娜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464 少年廚俠. 1, 兩王的心結 鄭宗弦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471 少年廚俠. 2, 西湖鳴冤記 鄭宗弦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488 神祕圖書館偵探. 4, 星月、瞇瞇羊與神祕拼圖書林佑儒文; 25度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495 你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山本敏晴文.攝影; 米雅翻譯.導讀第二版 精裝 1

9789579095501 學習就像終身幼兒園 米契爾.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作; 江坤山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518 為未來而教: 葉丙成的BTS教育新思維葉丙成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525 屁屁超人與屁浮列車尖叫號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532 屁屁超人外傳 直升機神犬. 1, 深夜的功夫奇遇記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549 世界中的孩子: 為什麼會有種族視與偏見?路易絲.史比爾斯布里(Louise Spilsbury)文; 漢娜尼.凱(Hanane Kai)圖; 郭恩惠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556 世界中的孩子: 為什麼會有貧窮與飢餓?路易絲.史比爾斯布里(Louise Spilsbury)文; 漢娜尼.凱(Hanane Kai)圖; 郭恩惠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563 世界中的孩子: 為什麼會有國際衝突?路易絲.史比爾斯布里(Louise Spilsbury)文; 漢娜尼.凱(Hanane Kai)圖; 郭恩惠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570 世界中的孩子: 為什麼會有難民與移民?凱里.羅伯茲(Ceri Roberts)文; 漢娜尼.凱(Hanane Kai)圖; 郭恩惠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587 去問貓巧可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594 貓巧可你選誰 王淑芬文; 尤淑瑜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00 我是怪胎 王淑芬文; 徐至宏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48 天氣100問: 最強圖解X超酷實驗 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氣象祕密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文; 陳彥伶圖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709 我是好人 王淑芬文; 曾湘玲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730 科學玩具自造王. 2: 動手做大百科金克杰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747 晨讀10分鐘: 運動故事集 黃哲斌主編; Nic徐世賢繪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853 媽媽財務長的幸福理財學: 給孩子一生受用的金錢價值觀陳怡芬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209 Myra的豆沙擠花不失敗: 給新手的第一本擠花書Myr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216 舌尖上的K姐之大師的家宴 K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223 一人餐桌: 從主菜到配菜,72道一人份剛剛好的省時料理電冰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230 超療癒造型甜點: 棉花糖小動物x造型戚風蛋糕林憶雯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79

橘子文化



9789863641247 100°C湯種麵包: 超Q彈台式+歐式、吐司、麵團、麵皮、餡料一次學會洪瑞隆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3619 多少克拉: 詩集 李鄢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121 New Views地圖大數據: 自然、政治、人文景觀,50張地圖看懂瞬息萬變的世界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顧曉哲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183 世界一流的港式家傳雞湯: 補氣血、暖腸胃,向長壽的香港人學習融合中醫觀念的飲食智慧,用一種雞湯湯底變化出50道創意湯品,一日一湯常保健康楊高木祐子著;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06 設計摺學. 4, 對摺、切割、展開、彈起,給所有設計師的POP-UP大師課保羅.傑克森(Paul Jackson)著; 曾雅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13 我在吉卜力思考的事: 內容力,想像力、感受力、創造力,宮崎駿動畫打動人心的祕密!川上量生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20 葡萄酒的31堂必修課: 喚醒你與生俱來的品酒天賦貝坦(Bettane), 戴索夫(Dessauve)著; 劉永智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1237 給明天依然要上班的妳: 掃除職場地雷,避開工作絆腳石,不受傷、不委屈、不流淚的幸福工作術俞仁卿著; 張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44 消失的維納斯: 奧塞美術館狂想曲史蒂芬.勒窪諾瓦(Stéphane Levallois)著; 陳文瑤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251 伊甸納: 星際修復師的奇幻迷航 墨必斯(Moebius)作; 陳文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75 法式禮儀聖經 賈珂琳.柯諾(Jacqueline Queneau)著;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82 看圖學麵包 揉麵.整型.發酵 法式麵包自學全書侯朵夫.朗德曼(Roldophe Landemaine)料理與教學; 安.卡佐(Anne Cazor)科學原理補充; 韓書妍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91305 33杯酒喝遍法國: 葡萄酒大師教你喝出產區、風土、釀酒風格,全面掌握法國酒精華馬克.派格(Mark Pygott )文; 潘芸芝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312 水彩的光影技法: 從構圖到技法捕捉光影的表現,畫出寫實風景水彩畫田中己永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329 是你把問題想得太複雜: 鎖定目標精準解決問題,培養一流的洞察力與思考力Nat Greene著; 徐慶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336 房間裡的小行星: 水草×空氣鳳梨×多肉自組創作超療癒微型玻璃花園早坂誠, 中山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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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06651 競賽作文優勝解密. 國小組 賴慶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343 最新字音字形辨正辭典 蔡有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20367 競賽作文優勝解密, 國小組. 2 賴慶雄, 張靜如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04 字音字形競賽試題. 國小組 賴慶雄編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0435 最新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全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520442 最新字音字形競賽題目大全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520893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春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909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春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916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戰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923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戰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930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西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0947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西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0992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東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1005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東漢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21012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三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21029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三國 林漢達著; 洋洋兔編繪 初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貓口販紙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螢火蟲



9789864521050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林漢達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521098 全方位造詞造句大辭典(精編版) 賴慶雄編著 增訂3版精裝 1

9789864521210 每天努力一點點 隋炳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227 再見了!壞脾氣 秘新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234 戰勝困難不困難 李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241 我就是要精彩 隋炳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258 這樣造句真精彩 賴慶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829 清代史事軼聞: <>與<>合刊 李岳瑞, 佚名原著; 蔡登山主編一版 平裝 1

9789869591836 凝望 陳維賢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9934 決戰!拿鐵熊貓V.S.物聯網超入門 曾吉弘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313 浮念: 凝看林鴻文的物我之間 林鴻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5320 微物之神: 蕭媺書簡 蕭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753 期貨市場全書: 掌握基本與技術分析、選擇權、價差交易和實務交易原則傑克.史瓦格(Jack D. Schwager), 馬克.艾茲康(Mark Elzkorn)作; 黃嘉斌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8760 擊敗黑色星期一的投資鬼才: 馬丁.茲威格操盤全攻略馬丁.茲威格(Martin E. Zweig)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784 心理學博士的深度交易課: 透過每日五分鐘正念練習和尖端心理學實現最佳交易表現蓋瑞.戴頓(Gary Dayton)作; 陳民傑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61872 作文一把罩. 4, 寫作實戰班 楊墨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408 男人硬起來 鄭匡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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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翰尼斯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樸石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23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軒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整合國際顧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008 小蘋果: 5分鐘陪伴孩子的成長 黃慰萱作; 陳靜, 孫全慧繪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460 遲來的羽翼 米澤穗信著; Rapp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477 謀殺克拉拉 小林泰三著; Rapp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484 佐佐良鎮的沙耶 加納朋子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2491 罪之聲 塩田武士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402 雪之鐵樹 遠田潤子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419 幻夜 東野圭吾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15426 幻夜 東野圭吾著; 劉姿君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15433 櫻風堂書店奇蹟物語 村山早紀著; RAPP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440 星辰的繼承者. 3, 巨人之星 詹姆斯.霍根(James Patrick Hogan)著; 歸有光譯平裝 1

9789869615457 尋找回憶的偵探們. 2: 風乾受傷的心鏑木蓮著; 鍾雨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464 愚者之毒 宇佐美真琴著; 林美琪譯 平裝 1

9789869615488 人生相談。 真梨幸子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11 銀髮食堂: 48道為長輩設計的幸福料理翁瑤棽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070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個案集. 第II輯 方祥明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486 洸庭: 天擇秘境: 青花 鎏白金奇譚 池上鳳珠個展築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14493 未來進行式: 台開新秀聯展. 2018 築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8402 佛濤大師佛道書法 築空間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6981 法華三昧行法 (隋)天台智者大師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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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思人文



9789869630504 靜思語: 行菩薩道的方向: 戒、定、慧,信、願、行,感恩、尊重、愛釋證嚴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149 樂理模擬考全真試題 學音工作室編輯排版 平裝 第3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124 餅乾製作: 麵糰、夾心、披覆輕鬆學何國熙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302 水南洞天專輯 林春龍主編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721 何紹基隸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81738 何紹基隸書集唐詩 吳鴻鵬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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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64692 浮生.路: 在起落中持續行進: 臻品27週年展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143076 儒林逸話 張起鈞著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576143076 儒林逸話 張起鈞著 初版二刷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1526 <>與<>曆日 廖平喜, 廖珮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454 教育新航向: 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13461 芬蘭教育奇蹟 Hannele Niemi, Auli Toom, Arto Kallioniemi著; 陳佩英, 林子斌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濂洞國小校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翰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龍泰生命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臻品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643 龍華科技大學推動教師多原升等: 教學實務報告研討會論文集. 2018張娣明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634 店長操作手冊 黃憲仁編著 增訂七版平裝 1

9789863690641 連鎖企業如何取得投資公司注入資金張向紅, 蔣浩恩, 黃憲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658 生產計劃的規劃與執行 蔡明豪編著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690665 如何撰寫商業計劃書 陳永祥編著 增訂二版平裝 1

9789863690672 溝通能力培訓遊戲 郭寶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689 採購管理實務 丁振國編著 增訂七版平裝 1

9789863690696 如何推動5S管理 周叔達編著 增訂六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22882 服裝打版製作實務 安東尼歐.唐納諾(Antonio Donnanno)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2899 Top Graphic Design Series. III: Brochur & LayoutHighto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905 Top Graphic Design Series. III: PACKAGINGHighto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912 Top Graphic Design Series. III: BRANDHightone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929 Magic Paintbrush by Illustration Chen Huarong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7022936 感覺舒服的文字: 標準字與字型的設計手法高橋善丸作; 張英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2950 產品設計: 林成發作品集 林成發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022967 文創商品設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林成發老師送審副教授參考著作林成發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481 美味營養的手作親子壽司捲: 捏捲切就完成!和孩子一起做野餐點心X造型便當若生久美子作; 元氣小紗譯 平裝 1

9789869573498 妳不是不會煮,只是欠栽培: 讓老公和孩子把妳當神在拜!超簡單台式家常菜IRI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905 濟州.私旅: 四季彩色風景X海岸山岳壯麗X特色主題咖啡店,體驗最當地的玩法金兌妍著; 胡椒筒譯 平裝 1

9789869635912 職場若沒有底線,別人就會爬上位: 42堂職場心法,讓你自我成長、駕馭工作、搞定人事,輕鬆破解職場倦怠!王鵬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929 第一次親子露營好好玩: 帶孩子趣露營!20大親子營地x玩樂攻略x野炊食譜大公開歐韋伶作 平裝 1

9789869635936 3週啟動青春關鍵: 掌握3大荷爾蒙,只要3週從內到外重現年輕,不需要恢復期比醫美更有效!安澈雨著; 魏汝安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708 即期品: 樹德科技大學生活產品設計系107級畢業專刊樹德科技大學生活產品設計系107級畢籌會編著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龍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樹德科大生活產品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龍溪國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橙實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8474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動態作品集. 十七屆張皓雲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458498 2018第十一屆跨域設計產學國際研討會暨全國流行設計研討會論文摘要集陳崇裕主任編輯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6886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精裝 第1冊 1

9789869356893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精裝 第2冊 1

9789869479608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精裝 第3冊 1

9789869479615 大自然為什麼 王元容, 張涵易, 何佳芬文; 陳振豐攝影精裝 第4冊 1

9789869541107 大家來種樹 張涵易作; 陳維霖插圖 精裝 1

9789869541114 我們用的錢 王元容作 精裝 1

9789869541121 大家來種樹 教師指引手冊 游見惠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541138 我們用的錢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541145 瓜瓜樂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孫婉鈴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541152 創意遊樂園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謝華容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541169 大自然音樂會 教師指引手冊 游見惠, 林玉菁鈴課程設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3501 修道士與商人的傳奇故事 特里.費爾伯(Terry Felber)著; 王瑞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18 覺醒的明光 堪祖蘇南給稱仁波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25 療癒身心的10種想 德寶法師作; 釋妙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32 狂智 邱陽.創巴仁波切作; 江涵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49 正念的奇蹟 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著; 何定照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5613556 靈氣實用手位法: 西式靈氣系統創始者林忠次郎的療癒技術法蘭克.阿加伐.彼得(Frank Arjava Petter), 山口忠夫, 林忠次郎著; 呂忻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63 貓僧人:有什麼好煩惱的喵~ 御誕生寺作; 歐凱寧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70 大圓滿禪定休息論 大遍智龍欽巴尊者著; 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講記; 張福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87 你所不知道的養生迷思 曾培傑, 陳創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594 心如一畝田 一行禪師作; 觀行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00 西藏最受歡迎聖者: 瘋聖竹巴袞列的傳奇生平與道歌凱斯道曼(Keith Downman)作; 蔡宜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17 尋找第二佛陀: 良美大師探訪西藏象雄文化之旅寧艷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24 聲音的治療力量: 修復身心健康的咒語、唱誦與種子音詹姆斯.唐傑婁(James D'Angelo)著; 別古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5613631 一大事因緣 頂峰無無禪師, 天真法師, 玄玄法師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55 運勢決定人生 西中務作; 洪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13662 你可以不生氣: 佛陀的最佳情緒處方一行禪師作; 游欣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5613679 大成就者傳奇: 54位密續大師的悟道故事凱斯.道曼(Keith Dowman)英譯; 普賢法譯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親親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1

橡樹林文化

送存冊數共計：2

樹德科大流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貓頭鷹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23343 童年人類學 大衛.蘭西著; 陳信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350 撞出希格斯粒子: 深入史上最大實驗現場巴特沃斯(Jon Butterworth)著; 陳劭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367 記憶的祕密 蘿普(Rebecca Rupp)著; 洪蘭譯四版 平裝 1

9789862623374 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四卷, 大戟科-薔薇科鐘詩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3381 黃禍: 從傅滿州看西方人的東方恐懼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著; 梁永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398 聽見海底的形狀: 奠定大陸漂移說的女科學家哈莉.菲爾特(Hali Felt)著; 黎湛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404 圖解甲骨文 沈愷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623411 從黎明到衰頹 巴森(Jacques Barzun)著; 鄭明萱譯四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623428 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五卷, 榆科-土人蔘科鐘詩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623435 別想收買我的愛: 廣告的致命說服力,動人文案的犀利解構,一份提升媒體識讀力的洞察報告基爾孟(Jean Kilbourne)著; 陳美岑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3435 別想收買我的愛: 廣告的致命說服力,動人文案的犀利解構,一份提升媒體識讀力的洞察報告基爾孟(Jean Kilbourne)著; 陳美岑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623442 太陽科學: 一千五百萬度的探索之旅葛琳(Lucie Green)著; 吳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23459 倫敦1666: 一座偉大城市的浴火重生賀利思(Leo Hollis)著; 宋美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623480 上班不囧: 職場必備法律常識 馬靜如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0713 歐卡經典玩法101 黃喬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13765 有一場邂逅叫幸福時光相遇在青年團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0730 曹容詩選 蔣夢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0730 曹容詩選 蔣夢龍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10747 曹容作品精選 胡大智等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9110747 曹容作品精選 胡大智等編輯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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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78904 逆轉勝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李子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911 經典古文隨身讀 徐弘縉, 陳怡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928 學霸筆記公民與社會 李芳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942 學霸筆記地理 高嬿嵋編著 平裝 1

9789862178959 搶救化學大作戰 李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8973 (新關鍵)化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周致遠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樺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澹廬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靛藍出版



9789862178980 (ALL PASS)數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黃峻棋, 黃易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017 (週懂)公民學測18週 劉彥廷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7900 各國商標制度實務指南. 系列3: 一帶一路. 下, 海上絲綢之路篇范國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55 父母離婚對於子女學習成就之影響王枝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62 醫院組織屬性對志願工作者影響之研究: 以宗教型醫院與非宗教型醫院為例蔡長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79 善終與送終: 從儒家喪禮思想探究可行的進路李慧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86 易筋經與健康生命 廖俊裕, 林恩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7993 臺灣與後共國家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沈有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41 創新型組織的敏捷創新專案管理 管孟忠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58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ject Management of Adult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高義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65 多元觀點下的臺灣媒體發聲 陳雅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72 日本政治轉型與外交政策(1945-2017)黃頌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1589 勞動法隨觀 蔡信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009 我-彼得(簡體字版) 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5568016 在寶座前 巴克萊(William Barclay)作; 梁敏夫, 林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047 有傷害,沒傷痕小組手冊 高偉雄著 增訂一版平裝 1

9789575568061 恩典不留白,下筆如有神 莫非, 蘇文安, 劉小臨編選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702 印心佛法專修講座 悟覺妙天禪師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160 工作中,禁止騷擾 奎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184 我家有隻白眼狼 泠豹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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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8928 狼御史的誘惑 梓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35 誘拐兔子君 奎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42 誰殺了女鬼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59 頭七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66 以身飼暴君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73 小賊犯桃花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禪天下



9789869588973 小賊犯桃花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80 畫師風流帳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80 畫師風流帳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8997 等一個人的體溫 辛嘉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20 聽說掌門有姦夫 嘉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37 將軍登床入室 千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44 雙向獨佔 奎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51 忌日禮物 異仙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002 好男人病毒: 解除好人毒素脫離單身苦海江健勇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32223 客家新釋 葉國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19449 進擊: 吳志揚的Young Book 吳志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607 MY健康誌. 2018 聯合報記者群文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2614 為什麼非要減碳不可: 給台灣的退燒藥聯合報新聞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1578 觀音: 最具丈夫相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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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160606 法學概論 林清汶著 第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12 創意、創新、創業與永續價值研討會. 2017/12嶺東科技大學教師會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晚報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8

謝五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嶺東科大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新聞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薄伽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8474 謝其煚鄉土人文攝影拾穗系列. 一: 回顧鐵路舊山線謝其煚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2254 數位表演藝術: 符號意涵與形象轉化增強敘事技巧之創作論述楊欣儒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12261 弘.觀 弘光科技大學師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12278 數位學習與專題導向學習法在電腦課程之應用與成效黃鈴玲著 平裝 1

9789869412278 數位學習與專題導向學習法在電腦課程之應用與成效黃鈴玲著 平裝 1

9789869412285 遊世界.玩攝影 林千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924 羅曼.諾金: 東歐藝術家群像.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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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7412 亞洲區域經濟與地方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亞洲中小企業的未來-東南亞經貿發展之探究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中心(創新發展中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6417412 亞洲區域經濟與地方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亞洲中小企業的未來-東南亞經貿發展之探究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中心(創新發展中心)著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742 玄宇太極功 彌勒皇佛作; 決賢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759 彌勒聖道行. 四十六部曲, 地球末日之象彌勒皇佛作; 開慧神譯 平裝 1

9789866752766 第三眼智慧 彌勒皇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029 臺灣清代、日治時期舊地名郵戳考(1888-1945)黃元明編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其煚鄉土人文影像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環球華郵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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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5

薪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幼保系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414 方格子問賽道 Pol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414 方格子問賽道 Polo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421 一日一修練: 打開心內的門窗 許添盛主講; 戴禹鑌執筆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438 OH卡讀心術 曹春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50086 傅斯年全集 傅斯年著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85025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鳩摩羅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0850659 商務越南語. 社交篇: 在越南闖出一片天阮氏美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41 一鍵獲利: 發掘共享經濟時代新商機,讓知識、技能、物品變成黃金的300的絕技Nick Loper著; 許芳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65 學問全圖解: 未來人才必備的跨領域基本知識日本實業出版社編; 茂木健一郎監修; 邱心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72 猶太人: 世界史的缺口,失落的三千年文明史: 追尋之旅(西元前1000-1492)Simon Schama著; 黃福武, 黃夢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796 心與物融: 饒宗頤先生百歲華誕「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陳玨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802 來亂 祁立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19 知識也是一種美感經驗 羅智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26 演化、宇宙、人 侯維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40 喧鬧的島嶼: 台港澳三地文化隨筆袁紹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57 靜農佚文集 臺靜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64 蚯蚓愛蚯蚓 J.J. Austrian著; Mike Curato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871 媽媽就是女主角,我用相片說故事: 小學生也能輕鬆上手的敘事攝影課張天雄著; 彬林新二代, 公益藝術家協會攝影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88 晚明破與變: 絲稠、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樊樹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895 解放的悲劇: 中國革命史1945-1957Frank Dikötter著; 蕭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901 五行原論: 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楊儒賓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918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余英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925 1949.國共內戰與台灣: 台灣戰後體制的起源曾健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932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 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李江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949 讀李家同學英文. 6, 李花村 李家同著; Nick Hawkins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0956 恐怖的總合: ISIS洗腦、勒贖心戰的內幕,變化莫測的大恐攻,如何襲捲世界Michael Weiss, Hassan Hassa作; 尤采菲, 吳煒聲, 蔡耀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963 大人的村上檢定 聯合文學雜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0987 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 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許維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0994 越南: 世界史的失語者 Christopher Goscha著; 譚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007 迷路蝴蝶 李有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014 自然與情感交融: 英國浪漫時期風景畫的天空李淑卿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021 琉球的時代: 偉大歷史的圖像 高良倉吉著; 盧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038 土東.伊朗手繪旅行 張佩瑜圖.文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045 啊,這味道: 深入馬來西亞市井巷弄,嚐一口有情有味華人小吃陳靜宜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052 好媽媽印章 陳盈帆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069 當代中文語法點全集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076 黃色評論家 走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083 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 大衛哈維新解馬克思與《資本論》David Harvey著; 毛翊宇譯 初版 平裝 1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聯經



9789570851090 低端人口: 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Patrick Saint-Paul著;陳文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106 一上場,就吸睛: 收服人心的超強肢體語言鍛鍊術Jochen Baier著; 宋淑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113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1120 周代城邦 杜正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137 氣候變遷地圖 柯斯汀.陶(Kirstin Dow), 托馬斯.唐寧(Thomas E. Downing)著; 王惟芬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144 蘇格蘭威士忌: 品飲與風味指南 王鵬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151 又見雷雨 滕肖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168 你的心情,古典音樂大師懂!: 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蕭邦、德布西......100首陪你度過關鍵時刻的鉅作Fiona Maddocks著; 楊馥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175 從海角到天涯: 我的研究歷程 黃宇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182 我的阿公愛買魚 楊妙瑛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229 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 朱敬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43 編戶齊民: 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杜正勝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0851274 思想. 35: 反思進步價值 思想編委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92556 風水聖經. 2018 陳冠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563 四季發財黃曆. 2018 陳冠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92570 祈福招財農民曆. 2018 陳冠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74413 合掌人生 星雲作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908 殖民意識與原住民聖經閱讀 Walis Ukan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1915 原住民部落經驗與聖經情境化詮釋Walis Ukan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61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薪橋編輯委員會編著 [十三版]平裝 1

9789869578622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數乙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平裝 1

9789869578639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物理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平裝 1

9789869578646 近五年指定科目考試試題解析. 社會組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0349 現代日本文學掃描 林水福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鴻儒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講義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賽德克母語研發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鴻運知識科技



9789866230356 一目瞭然對照表: 日文的漢字 中文的漢字伊奈垣圭映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500 柯基良散文小說集 柯基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6234 開運大預言&富狗年開運農民曆. 2018雨揚居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418 被誤解的犯罪學: 從全球數據庫看犯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湯姆.蓋許(Tom Gash)著; 堯嘉寧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432 綠頭蒼蠅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著; 王瑞徽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6456 暴力 藍道爾.科林斯(Randall Collins)著; 劉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463 不敗的數據學: 從統計數字中看見真相的12堂思考訓練,不被造假及濫用的數字唬弄!艾力克斯.萊因哈特(Alex Reinhart)著; 畢馨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470 超工業時代: 工業、服務業的下一步--全球價值鏈如何革命性重組,催生前所未見的經濟地理藍圖皮耶.維勒茲(Pierre Veltz)著; 林詠心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524 血色階梯下的證人 莎拉.諾敦(Sarah J. Naughton)著; 林亦凡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531 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 從基本收入出發,反思個人工作與生活的意義,以及如何讓社會邁向擁有實質正義、自由與安全感的未來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著; 陳儀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548 形與色的故事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著; 易萃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555 微物證據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著; 熊之琳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6562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一千一百哩太平洋屋脊步道尋回的人生雪兒.史翠德(Cheryl Strayed)著; 賈可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579 福爾摩斯先生收 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 王欣欣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586 想法誕生前最重要的事 森本千繪著; 蔡青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593 盤根之森 娜歐蜜.諾維克(Naomi Novik)著; 林欣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609 婚禮蛋糕天后賈桂琳的翻糖花裝飾技法聖經: 自然系翻糖花萬用公式×20款花朵製作詳解×7款經典婚禮蛋糕設計賈桂琳.巴特勒(Jacqueline Butler)著; 林惠敏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356616 風靡全美的MELT零疼痛自療法: 一天10分鐘,跟著頂尖專家筋膜自療,不靠醫藥解除全身的痛!蘇.希茲曼(Sue Hitzmann)著; 林淑鈴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623 非虛構寫作指南 威廉.金瑟(William Zinsser)著; 劉泗翰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630 文字排印設計系統 金柏麗.伊蘭姆(Kimberly Elam)著; 呂奕欣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647 Cakewich!北歐三明治蛋糕: 以吐司為基底,三道工序、免烤箱、免烤模, 41道天然系瑞典甜鹹點心輕鬆上桌日本三明治協會著; 連雪雅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654 然後你就死了: 被隕石擊中、被鯨魚吃掉、被磁鐵吸住等45種離奇死法的科學詳解柯迪.卡西迪(Cody Cassidy), 保羅.道爾蒂(Paul Doherty)著; 呂奕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661 藥物獵人: 不是毒的毒x不是藥的藥,從巫師、植物學家、化學家到藥廠,一段不可思議的新藥發現史唐諾.克希(Donald R. Kirsch), 奧吉.歐格斯(Ogi Ogas)著; 呂奕欣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678 深度思考: 從深藍到AlphaGo,了解人工智慧的未來、探索人類創造力的本質,大腦最後防線與機器鬥智的終極故事加里.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orov)著; 王年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685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oson)著; 劉麗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692 泡麵為什麼總是彎的?: 136個廚房裡的科學謎題羅伯特.沃克(Robert L. Wolke)著; 高雄柏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356708 魔幻卡拉瓦: 緋紅色的少女 史蒂芬妮.蓋柏(Stephanie Garber)著; 林欣璇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356715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 莫里亞提的來信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 卓妙容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722 圖外之地: 39個從地圖上逃逸的地理異數,一場新烏托邦的世界探尋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著; 呂奕欣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739 變強,沒有終點!: 箱根驛傳奇蹟總教練育才治軍的47個心法原晉著; 莊雅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909 寒山拾得 蕭瑞麟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戲點子工作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6616 心在西藏佛教: 西藏佛教認知理論: 根據格魯派詮釋的隨理行經部宗觀點Lati Rinbochay藏語口述; Elizabeth Napper英譯; 廖本聖中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2533 台灣追風 簡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02540 台灣地標 簡單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937 思辨患者 馮冬作 平裝 1

9789869555944 群眾、審美與意識形態: 大躍進時期的文藝研究周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951 群眾、審美與意識形態: 大躍進時期的文藝研究(簡體字版)周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5968 上帝的宇宙 聶崇永著 平裝 1

9789869555982 詩言事 歐陽昱著 平裝 1

9789869555999 破繭而出的詩: 學員作品評析集 懷鷹評析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56608 甜園嬌娘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615 甜園嬌娘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622 甜園嬌娘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639 多福格格 郁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646 多福格格 郁禮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653 多福格格 郁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660 貴女榮寵 錦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677 貴女榮寵 錦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684 貴女榮寵 錦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691 書香福妻 桂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707 書香福妻 桂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714 書香福妻 桂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721 灶房貴妻 佟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738 大宅小閨秀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745 大宅小閨秀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752 大宅小閨秀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769 欽點庶女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776 財妻嫁臨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783 千金食府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790 千金食府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府民個人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獵海人

送存冊數共計：1

藏典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藍海製作



9789864656806 千金食府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813 食香皇子妃 容櫻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820 食香皇子妃 容櫻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837 食香皇子妃 容櫻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844 食香皇子妃 容櫻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6851 食香皇子妃 容櫻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6868 食香皇子妃 容櫻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6875 嫡女嬌寵生活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882 千歲守護神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899 天下醫妃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905 妙手生花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6912 財迷小戶女 紋藝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6929 財迷小戶女 紋藝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6936 食妻之祿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6943 食妻之祿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6950 食妻之祿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6967 食妻之祿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025 食妻之祿 葉曇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6974 食神姑娘 花淺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6981 食神姑娘 花淺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6998 織女東家 炊煙起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001 織女東家 炊煙起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018 織女東家 炊煙起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032 農門閒妻 長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7049 農門閒妻 長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7056 金口小娘子 唐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063 福妻安家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070 富稼娘子 均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087 富稼娘子 均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094 富稼娘子 均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100 富稼娘子 均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117 妻福滿堂 魚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124 妻福滿堂 魚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131 妻福滿堂 魚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148 萬寵富娘子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155 萬寵富娘子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162 萬寵富娘子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179 萬寵富娘子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193 納財小藥師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209 納財小藥師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216 納財小藥師 落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223 傾城東施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230 小戶嫁龍門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247 小戶嫁龍門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254 小戶嫁龍門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261 小戶嫁龍門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278 小戶嫁龍門 攏煙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7285 鄉野小廚娘 鄒小虞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292 鄉野小廚娘 鄒小虞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308 鄉野小廚娘 鄒小虞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315 鄉野小廚娘 鄒小虞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322 香粉美人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339 嫁進金窩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346 嫁進金窩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353 嫁進金窩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360 嫁進金窩 秋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377 養媳日常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384 養媳日常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391 養媳日常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407 吾妻來福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414 與福妻同行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421 蜜寵嬌娘 巧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7438 蜜寵嬌娘 巧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7445 王妃好廚藝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452 王妃好廚藝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469 王妃好廚藝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476 王妃好廚藝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483 貴女的煩惱 佟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490 庶命不凡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506 庶命不凡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513 庶命不凡 漁潼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520 旺福閨女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537 旺福閨女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544 旺福閨女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551 旺福閨女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568 旺福閨女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7575 嫡女是非多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582 嫡女是非多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599 嫡女是非多 吟雪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605 招財下堂妻 梨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612 醫妻獨秀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629 窈窕貴女 連蕎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636 窈窕貴女 連蕎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643 窈窕貴女 連蕎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650 才氣閨秀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667 才氣閨秀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674 才氣閨秀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681 才氣閨秀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698 才氣閨秀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7704 芙柔娘子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711 寵妻到白頭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728 寵妻到白頭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735 寵妻到白頭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742 寵妻到白頭 南羅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759 萬福小婢 九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7766 萬福小婢 九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7773 肚兜聘妻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7780 肚兜聘妻 曼央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7797 寵妻千千日 心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803 妃常嬌寵 安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7810 妃常嬌寵 安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7827 大人,咱倆慢慢撩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834 錢袋嬌妻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841 閨女納福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858 閨女納福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865 閨女納福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872 閨女納福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889 閨女納福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7896 爺兒不敵嬌娘子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7902 帝女鎮宅 聆月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919 帝女鎮宅 聆月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926 帝女鎮宅 聆月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08226 全民英檢進擊版初級閱讀測驗 郭慧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508233 全民英檢進擊版初級聽力測驗 郭慧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8324 何堯智: 語言意象. II 何堯智作 精裝 2

9789868668331 何堯智: 語言意象. I 何堯智作 精裝 1

9789868668331 何堯智: 語言意象. I 何堯智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8952 公共服務倫理管理: 系絡、經驗、策略蔡秀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044 商業自動化概論 傅新彬, 歐宗殷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8051 量化研究法. 三, 測驗原理與量表發展技術邱皓政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豐喜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54

送存冊數共計：132

簡單



9789869558068 期貨與選擇權概論 張傳章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558075 諮商新手知多少: 第一次諮商實習就上手喬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8082 個人理財 陳登源, 柯輝芳, 黃聖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8099 原住民族福利、福祉與部落治理 黃源協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027 企業倫理: 商業世界的道德省思 沈介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96034 老人社會工作實務 蔡啟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041 老人與家庭: 高齡與超高齡社會議題呂以榮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058 方案規劃與服務評鑑 蔡啟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072 經濟學原理 郭國興, 李政德, 陳勇諺合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6089 管理數學 李德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096 公共議題傳播策略與效應 黃惠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133 經濟學: 理論與實際 陳正倉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168 台灣洗腎率, 世界第一!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75 活著,就有好事發生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82 颶風與癌症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199 癌症會傳染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00 CAR-T: 待琢磨的治癌新秀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17 芝麻,開門!臺灣癌症博物館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24 癌症病人永遠的家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31 肥胖及糖尿病易癌症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48 癌症免疫療法百花齊放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55 信仰之為用,何如?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62 肉吃越多,小心大腸癌!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79 癌,怎麼上了身?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86 一滴血檢測癌症?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6093 怎麼跟孩子談癌症?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8711 大家學標準日本語: 日語結構解密出口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122 拜託!園長大人: 風水大師李鴻毅十五堂科學命理課李鴻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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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檸檬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鯨出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藝



9789869370646 大專基礎數學 徐遠雄, 丘世衡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764 歷史、記憶與展示: 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李建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489197 文藻: 現代散文悅讀與舒寫. 一 王季香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489265 文藻: 現代散文悅讀與舒寫. 二 孔令元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25 科學迷宮: 破解科學之謎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0756 海洋探奇: 開啟神秘的海洋之旅 馬金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098 指畫家劉銘 李文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104 湖濱詩記 陳光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128 好生築夢傳: 林教授的教育人生回顧思想起林生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135 La visibilidad del traductor vista desde la perspectiva pratextual un caso de estudio de la traducción de novelas hispánicas en Taiwán徐彩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142 中國歷史上失落的文明 張克雄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01159 遊戲式教養手冊 鄭如安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617 超棒電視影集這樣寫 潘蜜拉.道格拉斯著; 呂繼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624 台北故事 台北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631 再見後,開始香戀 倪采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718 中華古玉集(三)之玉劍之美 許百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4274 花非花: 林金田花卉美學創作展 林金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643 十宗罪. 前傳上，罪惡之子 蜘蛛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540674 不用縫、超簡單: 和風方巾包出可揹可提萬用手作包GALAXY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40681 十宗罪. 前傳. 下, 深淵決戰 蜘蛛作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藝辰商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流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繪虹企業



9789869540698 一鍋到底，搞定三餐の湯料理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2

9789869540698 一鍋到底，搞定三餐の湯料理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9

9789869540698 一鍋到底，搞定三餐の湯料理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903 格林血色童話. 4: 純潔殘酷的愛慾世界桐生操作;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5927 航海王最終研究. 5 航海王新說考察海賊團編著; 鍾明秀翻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5941 你累的不是身體，而是大腦!: 眼球超強訓練操松本康著; 蔡麗容翻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5958 超省時の懶料理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958 超省時の懶料理 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965 手繪廣告粉筆字: 開店招牌吸睛配置法,從A到Z的符號、插畫的實例創作圖案集!佐藤真理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5972 童話森林の可愛刺繡 新星出版社編集部著; 李蕙芬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972 童話森林の可愛刺繡 新星出版社編集部著; 李蕙芬翻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5989 守夜者 秦明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5996 韓式裱花蛋糕 YUMIKO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4206 你也走了很遠的路吧 盧思浩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4213 偷窺者 秦明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4220 世界陸軍圖鑑: 全球161國陸軍戰力完整絕密收錄!竹內修著;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4237 每日C鮮果冰沙 鄭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237 每日C鮮果冰沙 鄭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6281 城市休閒肩背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6298 超簡單手作購物包 郭訓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68648 憶: 羅嘉惠作品集 羅嘉惠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273 霧峰向日葵家園融合教育研習活動教材林豐隆等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6280 霧峰向日葵家園文集. 第六集, 奶奶回憶錄劉梅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9027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蘭亭序. 楷書篇侯信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19034 寫一手好字: 硬筆書法字帖.百家姓. 楷書篇侯信永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霧峰向日葵家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峰書法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33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藝星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麗格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929 Lico Dino. 3 曾麗風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9411936 Lico Dino. 1 曾麗風編 第五版 其他 1

9789869411943 Lico Dino. 2 曾麗風編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9411950 力克GEPT全民英檢初級 Lifeng Tseng, Difeng Chueh編 三版 其他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901 喵不可言: 嚴鶴麟畫集 嚴鶴麟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012 陳澄波全集. 第十七卷.修復報告. III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012 陳澄波全集. 第十七卷.修復報告. III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043 陳澄波全集. 第十五卷, 修復報告. Ⅰ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043 陳澄波全集. 第十五卷, 修復報告. Ⅰ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050 審美觀點的當代實踐: 藝術評論與策展論述廖仁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067 陳澄波全集. 第十六卷, 修復報告. II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067 陳澄波全集. 第十六卷, 修復報告. II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111 人間塑型: 國際陶藝家陶偶 邵婷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128 一朵粉紅: 王素峰情詩集 王素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135 踏實.穩健.韌性: 戰後臺灣小學美術師資養成教育黃冬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142 非典型紫砂壺: 除了泡茶,胎土解構,辨真款式,共享意象,收藏新寵。池宗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159 近代美術大師的講堂 黃光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22166 世紀建築大師貝聿銘 黃健敏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71 看懂大師. 1: 張大千VS.青城好顏色何恭上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3665 冥想.地球和平 洪啟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23672 和解 洪啟嵩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129 假性親密關係: 為什麼我們看似親近,卻貌合神離?史秀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36 15度的勇敢: 塵燃女孩的900天告白陳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性地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3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藤造美國際文化



9789864061150 甜蜜之瞬Smoothie bowl思慕雪食光林蕙苓, 楊梅香, 蔡雨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67 愛媽媽,為什麼這麼難?: 38種暖方式,把母女關係愛回來黃惠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74 從痛苦到痛快 梁嘉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81 性盲症患者的愛情 張天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198 除魅的家屋 張詩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04 為什麼他說謊,卻毫無罪惡感: 看清愛人的謊言,化心痛為重生力量蘇珊.佛沃(Susan Forward), 唐娜.費瑟(Donna Frazier Glynn)作; 朱文艾, 余欲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11 帶孩子到這世界的初衷: 李佳燕醫師的親子門診李佳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28 此時此地 阿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35 愛的最後一幕 凱西.瑞森布克(Cathy Rentzenbrink)著; 周倩如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8977 道在日常中 陳美宇編輯 一版 平裝 2

9789869238984 證道修真遊記 邱原章, 陳美宇編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825 玫瑰色鬼室友. 卷二, 業事如織 林賾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832 門主很忙 香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573849 除魔派對. vol.2: 月夜下打工小凶 醉琉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856 除魔派對. vol.3: 烏鴉啼鳴末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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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231879 請你留在十七歲: 還沒唱完的那首歌許斐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2102 豐富之旅: 陳正雄木雕作品集. 2017陳正雄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9151 刑事訴訟法爭點地圖 言頁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48892 這是一本刑法分則解題書. 基礎篇大百合, 小百合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548854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12044 植憲的行政法解題書 植憲編著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12051 紀綱老師的刑事訴訟法解題書 紀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068 這是一本犯罪偵查選擇題 謝安, 白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075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 謝安, 張旭編著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櫻桃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鶴軒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寶德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魔豆文化



9789578612082 這是一本公司法解題書 祁明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612099 就是這本刑法概要體系+解題書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105 就是這本民法體系+解題書 王運時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167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林正豪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612174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181 這是一本警察刑法選擇題 謝安, 周易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663 不做第一,只做唯一: 最具魅力的職場特質!顏宏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670 從前從前,有本笑話「叫小賀」 佐佐木小色狼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687 人力資源管理 讀品企研所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694 史上,最機車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700 推理破案王: 謀殺真相事件簿 羅亮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717 提防那些「好心人」: 職場經驗談呂承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724 成功路上並不擁擠,因為堅持的人不多瑪緹斯編著 [初版二刷]其他 1

9789864530731 行銷經理 讀品企研所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748 見鬼之校園鬼話. 3 汎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755 史上,最靠腰的腦筋急轉彎 丁曉宇編著 初版二刷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107 修學文集 臟經學苑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345 魚干女大改造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80352 追夢的人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0369 幸福存錢筒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480376 許願筆記本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0383 月光色的少女戰士 夏嵐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80390 快樂的窮小子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67602 誰在偷偷看著你? 易小歡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67619 那不是我 徐瑞蓮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7626 高手過招誰怕誰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67633 小小音樂家的流浪記 小柚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7640 雲之邦: 黑王子與藍精靈 夏嵐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9567657 其實我不OK! 徐瑞蓮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7664 百變少女 易小歡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67671 我的美麗我專屬 小艾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臟經學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驛站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2460 葡萄牙旅圖攻略: 里斯本x波爾圖x科英布拉x埃武拉x吉馬良斯x辛特拉x奧比多斯x布拉加栗子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77 莉莉絲 Chazel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91 親愛的,你多麼幸運 圈圈作; Sylvia繪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07 逆手刀 胡仲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14 縛乩: 送肉粽畸譚 千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21 犬犬.謙謙.有禮: 林煥彰詩畫集 林煥彰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38 一場雨的時間 翔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45 放生: 利玉芳詩集 利玉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52 葉日松詩選(2010-2017): 童年‧故鄉葉日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52 葉日松詩選(2010-2017): 童年‧故鄉葉日松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69 淡水詩情: 陳秀珍詩集 陳秀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76 小人物的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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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2312 High To the Sky: 讚美之泉兒童敬拜讚美專輯. 9游智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5123 斷裂2097 朱恆昱著; 陳韻如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3083 凡塵唯一原靈園 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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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冊數共計：14

釀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2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