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840 陶藝筆記. 三 梁家豪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94625 精準眼科醫療完全手冊: 双眼明亮新視界何一滔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6773 三菱可程式控制器: FX3U-1PG單軸定位伺服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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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96203 Flannsday by Mark Will, G. J. Villa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702 PUZZLE貳 Draco Wong攝影; 鄭學謙文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54498 Proceeding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llife sciences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APLSBE)平裝 1

9789865654504 Proceeding of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平裝 1

9789865654511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tourism, marketing & management conference(IHTMM)平裝 1

9789865654528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平裝 1

9789865654535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CAMSE)平裝 1

9789865654542 Proceeding of Asia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ACEAI) 平裝 1

9789865654559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ICSSM)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72108 卑鄙的聖人: 曹操. 5, 以少勝多的千年經典 官渡之戰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115 卑鄙的聖人: 曹操. 6, 滅元紹統一北方,野心爆棚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圖書清單報表 (三號報表) (2018-10-03)

申請日期範圍：~

預計出版年月：~

送存日期範圍：1070701~1070930

是否為政府出版品：否

138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双眼明眼科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INK印刻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H3 Design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Higher Education Forum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双象貿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Cadmus & Harmony Media



9789863872122 卑鄙的聖人: 曹操. 7, 現場直播 赤壁之戰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139 卑鄙的聖人: 曹操. 8, 曹操暮年急竊國 曹丕曹植急相煎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146 卑鄙的聖人: 曹操. 9, 千古之謎 曹操為何棄曹植立曹丕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153 卑鄙的聖人: 曹操. 10, 大結局 梟雄的宿命王曉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382 超能力偵探事務所 陸燁華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872429 惡徒 夏佩爾, 烏奴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436 野韻 巴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443 小兒子. 1, 夜晚暴食暴龍 駱以軍作; 史明輝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450 小兒子. 2, 命大的蟑螂 駱以軍文; 史明輝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467 生命劇場 李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474 惡女書 陳雪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872498 大人密碼: 用靈氣召回金鑰匙 魏可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504 小兒子. 3, 游泳 駱以軍原著; 吳中義, 李玟瑾, 陳曼昀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511 小兒子. 4, 爛傘 駱以軍原著; 吳中義, 李玟瑾, 陳曼昀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528 豹變 木心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72535 當我成為我們: 愛與關係的36種可能陳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542 新手作家求生指南 陳又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72559 無端歡喜 余秀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165 金貝小鼓手. 第二冊, 小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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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9055 像投資大師一樣思考: 避開價值陷阱 只買好公司田測產(Charlie Tian)著; 羅耀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9093 基金教母蕭碧燕教你: 每次投資都要獲利出場蕭碧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618 怪老子帶你看懂財報選好股 怪老子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0625 大利從小 喬爾.提靈赫斯特(Joel Tillinghast)著; 顏嘉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649 人人都能學會錢包防衛術全圖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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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11469 Words to say to him Fiona K[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401 電商Zero to One: 從0到1 劉家昇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Zero to One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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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智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Warm Honour Hot Chocolate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533 想像力的神奇力量 史蓋.柏恩(Skye Byrne)文; 尼克.喬治(Nic George)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05595 終結失智: 啟動身體自癒力,告別阿茲海默症安德魯.莫瑞茲(Andreas Moritz)著; 許淑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01 圍牆 諾瓦.雷.蘇瑪(Nova Ren Suma)著;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18 生命不死: 轉世輪迴,是事實還是幻想?布魯斯.萊寧格(Bruce Leininger), 安德利亞.萊寧格(Andrea Leininger), 肯.格羅斯(Ken Gross)著; 陶張歡, 蔡心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25 我的癌症醫師,是狗: 發現狗與人類癌症間不可思議的連結艾琳.溫綽柏(Arlene Weintraub)著; 邱俊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32 重生時刻: 曙光已現,新紀元已然來到安德烈.莫瑞茲(Andreas Moritz)著; 廖世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49 呼風喚雨之戰雲密布 詹姆斯.馬胡(James Mahu); 李宇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563 告別高血壓不用藥: 安全、自然解決高血壓的方式,就是使用礦物質鎂傑伊.科漢(Jay S. Cohen)著; 游懿萱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025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9524087 傻瓜校長的反省實踐 宋慶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24094 警察組織工作與訓練壓力來源之探究余瑞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06 刑法總則 林東茂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648813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8813 財稅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8820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20 會計審計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37 會計師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37 會計師法典 一品法學苑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44 社政法典 張庭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51 現行考銓法典 郭如意主編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8868 刑法分則 林東茂編著 一版 精裝 1

9789869648875 警察情境實務 李修安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48882 刑法分則實用 陳煥生, 劉秉鈞著 六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669 突破關係困境的人格心理學 佛朗索瓦.勒洛爾(François Lelord), 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作; 歐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76 繪畫的基本. 3: 一枝筆就能畫,零基礎也能輕鬆上手的3堂色彩課莉絲.娥佐格(Lisa Herzo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83 贏得好人緣的「精準回話術」渡邊由佳作; 謝濱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690 巧妙操控97%人心的暗黑心理學小羅密歐.羅德里格斯(Romeo Rodriguez, JR.)作; 蘇聖翔, 高詹燦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2703 斷捨離的簡單生活 山下英子作; 蘇聖翔, 高詹燦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2710 醜女與野獸: 從女性主義出發,顛覆你所認識的童話與神話故事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 葉旻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04784 仙佛說故事: 幸福語錄集 林榮澤主編 初版 精裝 卷1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一品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一起來

一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一貫義理編輯苑



9789865904791 一貫道藏. 義理之部. 9, 幸福的道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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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611379 北海道散步好朋友 實業之日本社旅遊書編輯部作; 陳冠貴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16 廣島 宮島 JTB Publishing, Inc.作; 洪禎韓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23 老火車票說故事 倪京台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30 輕井澤 JTB Publishing, Inc.作; 潘涵語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47 鹿兒島 霧島 指宿 屋久島 JTB Publishing, Inc.作; 張嫚真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54 金澤 北陸 JTB Publishing, Inc.作; 武濰揚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611461 箱根 JTB Publishing, Inc.作; 曾柏穎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1290 Let's rhyme. I editor in chief Ling-Chun Kuo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64753 如何安全注射 吳承珉, 金峰徹, 洪起雄著; 陳建州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7364760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part II: essential pathologiesTyng-Guey Wang等作 平裝 1

9789867364777 眼整形手術圖譜 Jonathan J. Dutton, Thomas G. Waldrop作; 張耀元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705 圓明斗姆元尊先天一炁九皇真經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222 人文三缺一 高禎臨, 陳以愛, 鄭志成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302 文法圖解寶典 吳明澧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1418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文史專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 謝四海主編平裝 第11輯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七元九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文三缺一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人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力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人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林社大



9789868891425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作 平裝 第1輯 1

9789868891432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二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作 平裝 1

9789868891449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三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作 平裝 1

9789868891456 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 第四輯 二林社區大學地方文史探索志工群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1724 潘慶忠古文字展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3949 飲食文選. 2017 吳岱穎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3956 臺灣詩選. 2017 白靈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125 眩暈 祁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54129 人類文明的黎明與黃昏 青柳正規著; 張家瑋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136 亦近亦遠的東南亞: 夾在中印之間,非線性發展的多文明世界石澤良昭著; 林佩欣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167 當大腦開始崩壞: 科學x人性x歷史，人類對阿茲海默症的奮戰約瑟.傑貝利(Joseph Jebelli)作; 徐瑞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174 近代史的墮落. 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劉仲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181 漫天飛蛾如雪: 在自然與人的連結間，尋得心靈的療癒與喜悅麥可.麥卡錫(Michael McCarthy)著; 彭嘉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198 廚房裡的偽科學 : 你以為的健康飲食法，都是食物世界裡的胡說八道安東尼.華納(Anthony Warner)作;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211 金正恩的外交遊戲: 你不知的北韓核武真相牧野愛博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228 美國的反智傳統: 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理查.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著; 陳思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8654235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 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楊海英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242 大英帝國的經驗: 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井野瀨久美惠作; 黃鈺晴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259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 「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福井憲彥著; 黃耀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266 末日松茸: 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著; 謝孟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273 日常的中斷: 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黃奕瀠著 平裝 1

9789578654280 末日松茸: 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安娜.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著; 謝孟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54297 改寫地球史的25種石頭故事: 人類如何破解地質學上的重大謎團唐納德.普羅泰羅(Donald R. Prothero)作; 甘錫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54303 燃燒的海洋: 雷伊泰灣海戰與日本帝國的末日半藤一利著; 許哲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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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八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九品書法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二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九歌



9789864501656 愛的幸福存摺 游乾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700 華文文學百年選. 香港卷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501717 華文文學百年選. 香港卷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01816 如果有人問我世界是什麼形狀張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23 弄泡泡的人 陳柏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30 九歌兒童文學讀本 徐錦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47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 劉震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54 第九個身體 陳思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61 我的心,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琹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878 媽祖回娘家 鄭宗弦著; 陳祥元圖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1885 水是故鄉甜 琦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01892 花開少女華麗島 楊双子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4501892 花開少女華麗島 楊双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908 腳踏車與糖煮魚 吳敏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946 爺爺的神祕閣樓 游乾桂著; 吳嘉鴻圖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1953 來自地球的魔女 許芳慈著; Yolinmoo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960 棄之核 林餘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977 汽車冒煙之必要: 廖玉蕙搭車尋趣散文選廖玉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984 天下第一巷: 人才紅利時代. 二羅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1991 異國料理大賽: 少年總鋪師. 3 鄭宗弦著; 吳嘉鴻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02004 第一百面金牌: 少年總鋪師. 1 鄭宗弦著; 吳嘉鴻圖 增訂新版 平裝 1

9789864502011 台灣炒飯王: 少年總鋪師. 2 鄭宗弦著; 吳嘉鴻圖 增訂新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30487 波比的小牛 陳筱甯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946 國家考試土木、結構類科試題詳解. 106九華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8953 建築國家考試. 101-105: 營建法規題型整理九華建築文教機構編著 平裝 1

9789869548960 建築國家考試. 106: 試題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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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138050 再讀一遍伊索寓言 黃淑慧原著改寫; 羅門藝術中心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8173 伊索寓言精選集 伊索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畫童卡通繪圖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138180 格林童話精選集 格林兄弟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畫圖卡通繪圖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138197 安徒生童話精選集 安徒生原著;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趙維明, 農彩英, 西月圖文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138241 侏儸紀世界 人類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8395 臺灣民俗由來 Chyler撰文;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 再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九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人類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3

八熊星



9789864138609 我愛聖誕節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8784 甲蟲軍團 黃仕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002 我學會解決問題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026 我會資源再利用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033 我學會互相分享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040 我學會玩溜滑梯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057 我會自己洗澡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101 我學會做體操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125 我會自己睡午覺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132 我學會互相合作 仲川道子作 平裝 1

9789864139248 三隻小豬 Genie Espinosa作 其他 1

9789864139255 七隻小羊與大野狼 Genie Espinosa作 其他 1

9789864139262 傑克與魔豆 Genie Espinosa作 其他 1

9789864139279 醜小鴨 Genie Espinosa作 其他 1

9789864139286 白雪公主 Genie Espinosa作 其他 1

9789864139347 交通工具大百科 柳繡賢作 精裝 1

9789864139521 青苔雞歷險記 西原實作 精裝 1

9789864139576 紫微斗數一點通 姚本軍著 平裝 1

9789864139583 0-3歲寶寶天賦開發遊戲書 柳澤弘樹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590 年獸來了 杜小爾繪圖 精裝 1

9789864139613 櫻桃可可的一天 朴秀美作; 趙苑曲譯 平裝 1

9789864139620 高效率量子閱讀法 金炳完著 平裝 1

9789864139637 昆蟲最強王者大圖鑑 小野展嗣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644 恐龍最強王者大圖鑑 土屋健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651 危險生物最強王者大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668 花果山美猴王 小千文; 蕭秝緁圖 精裝 1

9789864139675 愛悅讀小故事大道理 賴佳慧, 唐淑霏, 顏毓莉文; 積木童畫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682 愛悅讀安徒生童話 林韻華文; 小新插畫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699 愛悅讀伊索寓言 黃淑慧文; 羅門藝術中心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705 愛悅讀格林童話 唐炘炘, 黃淑姿, 吳佩珊文; 趙珍, 劉麗琴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712 兒童語文啟蒙: 成語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叁幻唐工作室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729 兒童語文啟蒙: 三字經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叁幻唐工作室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736 龍舟端午 阿部文字; 劉鵑菁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139743 兒童語文啟蒙: 弟子規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750 27個中國民間故事 禹田編著; 張浩等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767 探索身體奧祕 鄭在恩作; 全英信繪; 林美惠譯 平裝 1

9789864139774 27個世界民間故事 禹田編著; 張浩等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781 27個亞洲民間故事 章愉, 黃健琪, 是非作; 夢想國工作室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4139798 兒童語文啟蒙: 唸唐詩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叁幻堂工作室繪圖[初版] 其他 1

9789864139804 邂逅希臘.愛情海 洪繡巒作 平裝 1

9789864139811 39個解決問題的小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彼岸工作室繪圖 平裝 1

9789864139828 32個啟發機智的小故事 陳湄玲, 黃建堯, 張明薰作; 阿LON繪圖 平裝 1

9789864139835 30個幸福成長的小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奇兒, 林欣潔繪圖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31153 哈佛醫師教你吃對營養保健康康景軒著 平裝 1

9789863731207 坐月子補氣養身(中英對照) 梁慧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221 中藥材養生密碼 陳世峰著 精裝 1

9789863731238 100句親子英語會話 趙喜珠作 十一版 其他 1

9789863731313 500種醬料大全 王景茹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337 跟著美國小學課本學單字 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731405 多肉植物這樣玩: 新手必備多肉養護大全二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1528 調整脊椎改善病痛 石垣英俊作; 林佳翰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610 吃這些食物癌細胞就會消失 濟陽高穗作; 龔婉如翻譯 平裝 1

9789863731696 張秀勤刮痧精粹 張秀勤作 其他 1

9789863731818 神祕共濟會: 掌控世界的黑色心臟何新作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3731924 坐月子就要這樣吃 林禹宏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1955 燉補湯這樣吃最養生 陳彥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136 2016開運農民曆 湯鎮瑋作 平裝 1

9789863732365 圖說資治通鑑 北京國際文史推廣協會主編 [修訂初版]平裝 1

9789863732587 飼養幼犬最佳訓練法 戶田美由紀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716 吃對食物坐好月子 李婉萍著 平裝 1

9789863732747 全食物排毒密碼 陳彥甫著 平裝 1

9789863732143 魚類海鮮營養密碼 陳彥甫著 精裝 1

9789863732167 降血壓全食物密碼 何一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2334 8000句英語會話日常生活每天說人類智庫編輯部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3732440 100種健康食物排行榜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2921 1200英文單字字典 張耀仁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3733072 超可愛原子筆素描練習本 たかしまよー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102 坐月子飲食寶典 鄭金寶著 平裝 1

9789863733195 這樣說話才會有人喜歡你 野口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3232 多肉植物大百科 二木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733577 湯鎮瑋100種風水化煞絕招 湯鎮瑋作 平裝 1

9789863734000 走進首爾祕境，跟著歐巴去旅行金惠榮作;林季妤等譯 平裝 1

9789863734017 ,我在時光裡想你 Coniglio作; 貝爾達譯 平裝 1

9789863734031 如果明天再也見不到今天的你高島大作; 彭薇霓譯 平裝 1

9789863734062 人生一定要懂得活法 堪布松柏仁波切作 平裝 1

9789863734086 用狗狗的一天背英文單字 中田達也, 水本篤著; 李詩涵譯 平裝 1

9789863734093 國中小學生GEPT必考單字1200人類編輯部編著 其他 1

9789863734109 這樣說話不白目: 改善人緣先改變說話語氣金範俊作; 徐子紜譯 平裝 1

9789863734116 媽媽廚房 涼拌蔬食常備菜 張志賢, 李志鴻, 李哲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123 100種手做經典三明治 學研出版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154 Follow Me日本鐵道文青私旅 Inpainterglobal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178 超強排毒食物: 身體大掃毒 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185 蔬果排毒功效祕訣 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192 對症豆漿營養好喝 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49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3734208 10大降血脂特效食物 陳彥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15 種菜真有趣 趙筱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22 家常菜輕鬆做又健康 陳乃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39 高纖蔬果汁 7天瘦小腹 李婉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46 醫生建議腎臟病最佳食療方 陳彥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34253 四季131種多肉玩個夠 二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854 穿越亞馬遜: 紅天行者的狂人手札張之愷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23515 好棒的昆蟲王國 邱貢(Chorkung)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22 醜小鴨 迪恩.格雷(Dean Gray)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39 好棒的小精靈 琳賽.戴爾史考特(Lindsay Dule-Scott)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46 好棒的萬聖節 露易絲.佛修(Louise Forshaw)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53 好棒的恐龍世界 邱貢(Chorkung)圖; 李紫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23560 冰雪女王 丹.泰勒(Dan Taylor)圖; 李紫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73021 看話參禪: 從止觀、心性、般若波羅蜜談看話禪鄭振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069 圓融無礙金獅子: 華嚴金師子章釋義鄭振煌講釋 初版 平裝 1

9789574473076 轉複雜的煩惱心為簡單的菩提心: 八識規矩頌輕鬆解歡喜行鄭振煌講釋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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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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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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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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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473182 藏傳佛教各宗派傳承整理表 淨明編集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73199 藏傳佛教密宗道次第廣論體系表淨明編集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73205 藏傳佛教密教思想體系整理表淨明編集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73212 藏傳佛教菩提道次第廣論體系表淨明編集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73229 藏傳佛教顯教思想體系整理表淨明編集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73236 藏傳佛教因明學整理表 淨明編集 再版 其他 1

9789574473243 藏傳佛教思想體系速查表 扎西雍措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4473250 古今梵文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黃力查編譯 初版 其他 1

9789574473267 覺知生命的7封信: 放下人生7大重擔的啟示焦諦卡著; 果儒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4473274 洞見最真實的自己: 覺醒生命的11個階段焦諦卡著; 劉宜霖譯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7

送存冊數共計：47

三一二八生活美學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上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9372 我的宇宙秩序: 楊炘彪金工漆藝創作專輯楊炘彪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0426 落在她香: 新住民家鄉料理的心故事盧以琳, 古佳峻主編 平裝 2

9789866140440 愛悅讀: 為生命點一盞燈 陳昱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874 大家一起來!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881 出發了!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5898 我該怎麼辦?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102 肚子好餓哦!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119 跟我玩,好嗎?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126 模仿動物趣!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133 請好好愛護我!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140 歡迎參加動物狂歡派對! Joyce Lee中文編輯; Deborh Hinde插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1157 品德教育音樂繪本 小牛津編輯團隊企畫編輯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17732 增補乙巳占 黃家騁增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63 增校周易本義 黃家騁增校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70 人體生命節律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87 達摩拳術服氣圖說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794 命宮星座人相學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800 命運的變奏曲 邱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848 十二星座養生學 黃家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879 臺灣紀行: 大陸女孩在臺灣 董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893 博思心靈易經占卜 邱秋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909 予凡易經八字姓名學 林予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916 住宅生態環境精典 謝之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923 六爻文字學開運法 文衡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17930 九天講古與湘夫人文集 顏湘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38685 印象.性感符號: 林彩藝創作專輯林彩藝作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小牛津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元書局

三丰金屬漆藝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仁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大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64427 天天開口說的初級英文法134 里昂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16 合格班日檢文法N4: 攻略問題集&逐步解說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23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2(精修版)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830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閱讀N1(精修版)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847 合格班日檢文法N3: 攻略問題集&逐步解說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54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必背聽力N1(精修版)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等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61 合格班日檢文法N2: 攻略問題集&逐步解說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78 合格班日檢聽力N1: 逐步解說&攻略問題集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85 這次一定要學會日文法 吉松由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892 合格班日檢聽力N2: 逐步解說&攻略問題集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08 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 N3,N4,N5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915 日本語動詞活用辭典: N2單字辭典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922 合格班日檢文法N1: 逐步解說&攻略問題集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39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4必考單字(重音版)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46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5必考單字(重音版)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53 邊玩邊說旅遊日語 西村惠子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60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1,N2,N3,N4,N5文法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4977 邊玩邊說旅遊英語 亞瑟肯恩(Arthur Quin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84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必考單字(重音版)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合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4991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N3,N4,N5單字全真模考三回+詳解吉松由美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65004 日本語文法.句型辭典: N1,N2,N3,N4,N5文法辭典(精修版)吉松由美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011 心智圖完全攻略高中英語單字大全星火記憶研究所, 馬德高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65028 心智圖完全攻略中學英語單字大全星火記憶研究所, 馬德高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8026 蔣友梅: 心色之扉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033 藏枒入華: 常玉與浪蕩子美學 常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8040 明日樂園 袁廣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238718 四時最好是三月: 彭先誠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463827 理則學 陳祖耀著 十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民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未來耿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大未來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山田社



9789571463858 不肯沉默的公雞! 卡門.阿格拉.狄地文字; 尤金.葉爾欽繪圖;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933 拉拉上學又遲到啦 妮可拉.肯特文圖; 吳其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3971 海底深潛大冒險 露西.布雲里耶文圖; 陳素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3988 以史為鑑: 漫談明清史事 陳捷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084 財務報表分析 盧文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091 生命的學問 牟宗三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4107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薩孟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114 國際私法論 劉鐵錚, 陳榮傳著 修訂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4121 兄弟行 周南山, 周玉山, 周陽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138 小豆子 大衛.卡利文字; 賽巴斯提安.穆藍繪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152 芙烈達.卡蘿和她的動物們 莫妮卡.布朗文字; 約翰.巴拉繪圖; 張蓓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169 好吃的服裝店: 甜蜜歡樂舞會 野志明加文圖; 米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464176 兩地 林海音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183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薩孟武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1464244 長生殿 石德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275 白萩詩選 白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282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薩孟武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305 肚大能容: 中國飲食文化散記 逯耀東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312 世界、華夏、臺灣: 平行、交纏和分合的過程許倬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329 小歷史: 歷史的邊陲 林富士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336 琦君說童年 琦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343 紅紗燈 琦君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350 禪與老莊 吳怡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1464374 中國歷史通釋 王世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398 七俠五義 黃秀精編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404 勞動基準法論 林豐賓, 劉邦棟著 修訂十一版平裝 1

9789571464411 法律與生活 潘維大, 黃心怡著 修訂五版 平裝 1

9789571464428 奢侈的女人: 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巫仁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435 現代文選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1464442 太極拳的科學觀 馬承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459 看見歷史Moment: 電影X議題 張雅婷, 林靜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464497 彩色筆 M. Àngels Comella著;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503 色鉛筆 M. Àngels Comella著;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510 廣告顏料 M. Àngels Comella著;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527 粉彩筆 M. Àngels Comella著;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534 水彩 M. Àngels Comella著;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541 蠟筆 M. Àngels Comella著; 三民書局編輯部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464558 攝身處地 拍出地理小世界 廖偉國, 陳家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6561 天體最美的故事: 許曉丹畫集 許曉丹著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9

送存冊數共計：39

上古國際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302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2016丙申肖猴趙太極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232319 五路財神開運寶典. 2017丁酉肖雞趙太極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751075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苦難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082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苦難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099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苦難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51105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苦難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51112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苦難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51129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苦難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4751136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751143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4751150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4751167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4751174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4751181 聖經中的應許每日查經. 等候篇林三民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114 佛法哲學概論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169 禪林采風錄 白雲老禪師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83176 學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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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4269 驚喜披薩 王洛夫作; 巫耳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76 李潼中篇小說: 蠻皮兒 李潼文; 徐建國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4283 異種再現 陳郁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4290 一百座山的傳說 陳啟淦作; 嚴凱信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708 竹筍炒肉絲國王 洪國隆文; SEVEN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715 魔法喵嗚 王美慧作; 九子插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722 我的玉兔店長 許芳慈文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739 神仙惹麻煩 許芳慈文; 蔡兆倫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746 妖怪藥局 許芳慈文; 蔡兆倫圖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小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2

千佛山白雲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小兵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同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光傳播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63 夜裡飛行 寒鴉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919 彈箏論樂. II: 張儷瓊箏樂論文集張儷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29227 生命的物理學 亞德里安.貝贊(Adrian Bejan)著; 王志宏, 吳育慧譯平裝 1

9789863429425 神話地圖: 認識12大古文明中的神祇、怪獸與英雄故事迪亞哥.德莫雷斯(Thiago de Moraes)作; 謝靜雯, 郭庭瑄, 溫力泰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531 不斷醣瘦更快: 2個月讓47種難瘦女子健康瘦下10公斤!森拓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661 白雪公主: 最善良的公主與七矮人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布蘭迪.杜赫提(Brandi Dougherty)改寫; 艾凡.波伊克斯(Ivan Boix)繪; 莊璧綺譯精裝 1

9789863429678 魔髮奇緣: 最有決心的公主樂佩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布蘭迪.杜赫提(Brandi Dougherty)改寫; 艾凡.波伊克斯(Ivan Boix)繪; 郭庭瑄譯精裝 1

9789863429708 4分鐘速效靜心魔法: 再忙都能改變人生的27種對症療癒練習蕾貝卡.柏魯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784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1: 隱藏的破案科學青山剛昌原作; Galileo工房監修; 黃薇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821 我的人生不被糖尿病控制 林嘉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845 傑米.奧利佛的簡單餐桌 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著; 松露玫瑰譯 平裝 1

9789863429852 尋找幸運星的12星座神話之旅: 性格、友情、學習、夢想金美景作; 徐月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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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29876 交通工具小妖怪 齊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蘇懿禎譯 精裝 1

9789863429883 綠色騙局 : 汽車史上騙過政府、消費者、員工的世紀陰謀與真相傑克.尤英(Jack Ewing)作; 林力敏譯 平裝 1

9789863429913 最強腦科學時間術: 日本最會利用時間的精神科醫師教你掌握效率關鍵,重整時間,優化學習、高效工作!樺澤紫苑作; 石玉鳳翻譯 平裝 1

9789863429920 醫院裡的小妖怪: 妖怪救護車 齊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蘇懿禎譯 精裝 1

9789863429937 超級英雄也有糟糕的一天 雪莉.貝克(Shelly Becker)作; 溫力秦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429944 十三歲後,我不再是我 山本潤作; 游韻馨譯 平裝 1

9789863429951 名偵探柯南科學推理教室. 2: 看透真相的透鏡青山剛昌原作; Galileo工房監修; 黃薇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29982 科學實驗王 Story a.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863429999 經典配方再升級 國寶級大師的健康麵食寶典: 108道美味的低碳、減糖、控油、低麩質、無麩質中式麵食、廣式麵點一次學會!周清源著 平裝 1

9789576580055 極簡靜心: 只要3分鐘,隨時隨地都可「坐」、最易實踐的心靈除憂運動蘇琦.諾沃格拉茲, 伊莉莎白.諾沃格拉茲著平裝 1

9789576580079 遺憾收納員 肆一作 平裝 1

9789576580062 2018升級版 柯語錄 柯文哲著 平裝 1

9789576580086 白色的力量. 4: 光榮城市:柯文哲的進步價值柯文哲著 平裝 1

9789576580093 5分鐘秒睡的好眠瑜伽 Santosima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109 機器人格鬥王. 2: 機器人足球大賽Podoal Friend文; Hong Jong-Hyun圖 平裝 1

9789576580116 後真相時代: 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海特.麥當納(Hector Macdonald)著; 林麗雪, 葉織茵譯平裝 1

9789576580123 蘭亭序殺局. 卷二, 天刑盟 王覺仁著 平裝 1

9789576580130 超人特攻隊2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繪; 王迺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0147 雪梨尋寶記 Gomdori Co.文; 姜境孝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154 希臘羅馬神話漫畫 朴始連著; 崔優彬繪; 樊姍姍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580161 有天,不再為現實出賣熱情 前田裕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178 用聽的讓大腦覺醒 山岡尚樹作; 黃瓊仙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采文化



9789576580192 汪汪喵喵巴士 江頭路子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0208 唐老鴨慢慢來: 迪士尼米奇與好朋友情緒教育繪本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The Disney storbook art team繪[初版] 精裝 1

9789576580215 吃對鹽救你命: 焦慮、過胖、不孕、甲狀腺腫大、高血壓、糖尿病、腎臟疾病等竟是鹽吃太少!詹姆士.迪尼柯蘭多尼歐(James J. Dinicolantonio)作; 謝孟宗譯平裝 1

9789576580222 蘭亭序殺局. 卷三, 長安亂 王覺仁著 平裝 1

9789576580239 摯友.維尼電影原著繪本 美國迪士尼公司作; 布蘭妮.盧比安諾(Brittany Rubiano)改寫; 麥克.沃爾(Mike Wall)繪; 郭庭瑄譯精裝 1

9789576580246 穴位按摩圖典 三采文化著 修訂一版 精裝 1

9789576580260 沙堡帝國 凱菈.歐森(Kayla Olson)著; 林零譯 平裝 1

9789576580277 科學發明王. 19: 網路直播大賽Gomdori Co.文; Hong Jong-Hyun圖; 徐月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284 神奇的慢呼吸 Mike Mari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291 獲利團隊: 用一張圖表,幫團隊找出成功獲利模式提姆.克拉克(Tim Clark), 布魯斯.漢森(Bruce Hazen)著; 葉織茵, 林麗雪譯平裝 1

9789576580307 火災求生記 Sweet Factory文; 韓賢東圖; 熊懿樺譯 平裝 1

9789576580314 我是大人了!解開15個青春期的秘密金景阿作; 徐月珠譯 平裝 1

9789576580321 倫敦尋寶記 Popcorn story文; 姜境孝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580345 大腦衝浪 劉軒作 平裝 1

9789576580352 噗噗啾啾宅配便 江頭路子作; 許婷婷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10728 零誤解說話術: 完美的表達才能順遂成功郭正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35 星座魅力智慧書 阿爾法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42 人為什麼會迷惑,因為真心沒了找不到家曹琬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59 追尋真相: 學園的偵探們 神代栞凪, 十六夜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66 神探福爾摩斯. I 阿瑟.柯南.道爾著; 周儀文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110773 真會說話: 告別溝通障礙的全方位說話術陳瑋順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547 Basis Linguistik: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linguischen Kerndisziplinene für das germanistische studium in TaiwanHolger steidel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0554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A1(德華字彙)黃琦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7808 出神入化: 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 看影視媒材的原住民文化觀與教育應用阿將伊崮喜瀾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4134 十二生肖流年流月運勢.奇門遁甲開運. 狗巫桓, 巫信輝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三易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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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上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大炎國際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48

大拓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0031 遠山的呼喚: 陳文進油畫創作 陳文進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64306 勾引六十億個買家：馬雲創業夥伴、新興市場電商教父告訴你，阿里巴巴正快速複製到全世界，改變你我買東西的方式波特.埃里斯曼(Porter Erisman)著;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37 99%的人輸在不會表達: 話說對了,事就成了。公司裡該怎麼說話？麻煩就沒了。李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44 餐桌上的味覺練習: 哪些美食把你的舌頭變笨了？觸、看、聞、聽，找回你的美味鑑別力！石井克枝等合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51 麥肯錫教我在哪工作就在哪成長喬安娜.芭爾許(Joanna Barsh)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68 寫出有溫度的文章: 想想「讀者是誰」，你的文章才會有溫度，能幫你晉升的商業文章，從丟掉起承轉折開始沼田憲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82 歡迎指點,但謝絕指指點點: 有些人永遠是擋在你面前的一道牆,不會變成成全你的一條路。王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399 新貨幣戰爭 劉振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405 世界遺產的歷史真相: 教科書裡沒說的歷史,用一張張照片還原內幕博學堅持俱樂部作; 鄭舜瓏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64412 天然配方除萬病 哈莉.科堤斯(Halle Cottis)著;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429 中草藥經典圖譜: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50年研究、660種品種來源分布、特徵、採加工、功效主治完整辨識沈連生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164443 把興趣變收入: 別人是花錢養興趣，我是越玩越有錢，只要你學會這樣攬客。戶田充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64481 中草藥經典圖譜: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50年研究、660種品種來源分布、特徵、採加工、功效主治完整辨識沈連生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164511 用心於不交易: 我的長線投資獲利祕訣林茂昌著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331 成語植物園之小貓老大歷險記王家珍文; 鄭潔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9348 蜜蜜不愛梳頭髮 Liv Wan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9404 關聖帝君應驗桃園明聖經解說林金闕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2316 不要按紅色按鈕!醫師教你透視人性盲點林子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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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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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7533 妖怪地圖: 世界各地的神祕生物珊卓拉.勞倫絲(Sandra Lawrence)著; 史都華.希爾(Stuart Hill)繪; 黃筱茵, 劉鈞豪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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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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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家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三重興協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也是文創



9789869633529 北野武的下流哲學 北野武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536 性的解析: 美國大學性教育講義1威廉.亞伯(William L. Yarber), 芭芭拉.薩雅德(Barbara W. Sayad)著; 鄭煥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543 超威!野外技能補完手冊 艾倫.奧班農(Allen O'Bannon)文; 麥可.克萊蘭(Mike Clelland)圖; 林政瀚, 易思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550 專業大廚: 專業烹飪的知識、技藝與解答美國廚藝學院(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著; 陳維真, 王湘菲, 林潔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3567 日本美學. 1: 物哀-櫻花落下後大西克禮作; 王向遠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3574 文化是讓人脫離本性還是實現本性?: 思索文化的哲學之路侯貝(Blanche Robert)等著; 廖健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33456 三國三部曲 李安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62095 武式太極拳拳械彙編 高連成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462101 跟高手學乒乓: 圖解乒乓球進攻技術王吉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18 八段錦.工力拳 王懷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25 太極內功簡法揭秘 關永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32 三義刀圖說 梅花刀 金一明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49 十大將領藥的臨床應用 譚同來, 張詠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56 軟式棒壘球教程(樂樂棒球) 王祥茂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63 太極氣功與書法: 王羲之書法中的養生能量學林明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70 孫祿堂八卦拳學 孫祿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87 孫祿堂拳意述真 孫祿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62194 傳統楊氏85式 太極拳拳譜 王培昌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773 淨語 夏蓮居居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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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58283 黑斗篷與少女 羅伯特.比提(Robert Beatty)作;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66 STEAM科學好好玩 莉茲.李.海納克(Liz Lee Heinecke)作; 王翎, 甘錫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3673 瘋狂樹屋91層: 潛入海底兩萬哩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作;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3680 強尼的神奇種子 馬克.吐溫(Mark Twain), 菲立普.史戴(Philip Stead)作; 艾琳.史戴(Erin Stead)繪; 趙永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63697 沒人要的貓 Higuchi Yuko著; 黃惠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906 亞斯少年校園偵探事件簿 艾許利.愛德華.米勒(Ashley Edward Miller), 柴克.史坦茲(Zack Stentz)合著; 陳枻樵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小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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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展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乘定香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78828 員林基督教醫院新建大樓工程紀錄大將作建築研究室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14683 百鬼夜行誌. 塊陶卷(簡體字版)阿慢著 平裝 1

9789863017622 唱給火星人的10首情歌(簡體字版)橘子著 平裝 1

9789863018148 卡內基每日一智(簡體字版) 戴爾.卡內基著 [修訂一版]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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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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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018261 數學龍騎士. 1, 數字與計算 李準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339 天空戰神 : 鷹王VS禿鷲 李國靖, 理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339 天空戰神 : 鷹王VS禿鷲 李國靖, 理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469 高原霸主 : 大角羊VS大野牛 陳紹霖, 伊卡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469 高原霸主 : 大角羊VS大野牛 陳紹霖, 伊卡作; 黑墨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476 絕美!韓式擠花教科書 李效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483 別讓錯誤的營養觀害了你(簡體字版)白小良著 平裝 1

9789863018490 50歲不再為錢煩惱: 用月薪滾出千萬退休金(簡體字版)方天龍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06 跟著神準天王狠賺飆股(簡體字版)方天龍著 平裝 1

9789863018568 益智遊戲書: 視覺大挑戰(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75 益智遊戲書: 哪裡不一樣(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82 益智遊戲書: 迷宮大挑戰(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599 益智遊戲書: 數學好好玩(簡體字版)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605 技術分析初學指引!: 股友族看輕趨勢、找到拐點、跟監主力必備(簡體字版)張真卿等著 平裝 1

9789863018629 重甲格鬥營 李國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636 出擊吧!重機戰隊 陳紹霖作; 氧氣工作室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18643 中國節日故事(簡體字版) 人類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018667 在顛沛流離的世界裡,你還有我啊!(簡體字版)Peter Su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834 慢一點,小林弘幸的究極健康法: 每天15分鐘的神奇改變小林弘幸著; 林佳翰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351 王明勇的生機路 王明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57 賈伯斯的蘋果禪 王紫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64 穀類中的紅寶石: 台灣紅藜 梁崇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71 男人就該化妝: 讓面試成功、談判順利、完美約會的神奇微整形術邱瓊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1688 圖解傾聽力: 一分鐘掌握職場情報，49個跟老鳥混熟的談話技巧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眾國際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3

大都會文化

大將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喜文化



9789869541695 菩提道次第廣論毗缽舍那 宗喀巴大師造論; 釋能海講釋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6307 告別老年心血管疾病壽延十年胡大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6314 真實的力量: 回歸涅槃之路 伊爾曼莎.愛芬迪(Irmansyah Effendi)著; 楊黛玲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641 調息之光: 瑜珈呼吸修練聖經 艾揚格(B. K. S. lyengar)著; 付靜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052 行運占星全書: 我的人生運勢週期表愛波.艾略特.肯特(April Elliott Kent)著; 星光餘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076 月亮推運占星全書: 我的人生演化課程表艾美.賀林(Amy Herring)著; 韓沁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175 靈擺療法: 召喚健康、金錢、親密關係、理想工作艾力克.杭特(Erich Hunter)著; 王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182 海倫帕瑪.九型人格聖經: 認識自己,理解他人,找到轉化的力量海倫.帕瑪(Helen Palmer)著; 張佳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281 阿育吠陀養生湯: 喚醒七大脈輪能量的108道湯品海倫.瑪格麗特.吉歐萬內羅(Helen Margaret Giovanello)著; 黃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304 你的身體就是12星座 史蒂芬妮.莫倫歌(Stephanie Marango), 麗貝卡.戈登(Rebecca Gordon)著; 星光餘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380 如果我的父母是控制狂: 如何設定界線、自我修復、終止控制的世代循環?丹.紐哈斯(Dan Neuharth)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427 大腦依戀障礙: 為何我們總是用錯的方法,愛著對的人?史丹.塔特金(Stan Tatkin)著; 童貴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519 十二星座居家配色寶典: 為全家人的身心靈、事業、愛情、人際關係補給正能量米凱爾.布宏恩(Michael Braun)著; 張喬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001564 人體的彩虹: 揭開中醫經絡與電磁場的奧秘張長琳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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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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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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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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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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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2280 意境: 簡忠威水彩藝術 簡忠威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4747 別再錯用你的腦,七招用腦法終結分心與瞎忙: 腦科學佐證,日本醫界權威教你優化大腦功能,工作能力加倍樺澤紫苑作;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754 春琴抄: 人性慾念的極致書寫,谷崎潤一郎最具官能之美短篇小說集谷崎潤一郎著;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761 心: 夏目漱石探究人性代表作 夏目漱石作; 林皎碧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778 美男子與香菸 太宰治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785 社交天性: 人類如何成為與生俱來的讀心者？馬修.利伯曼作; 林奕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4792 超越祖魯法則: 瞄準成長股的超人利潤,散戶選股策略經典吉姆.史萊特(Jim Slater)作; 陳鴻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400 虛擬貨幣革命: 區塊鏈科技,物聯網經濟,去中心化金融系統挑戰全球經濟秩序保羅.威格納(Paul Vigna), 麥克.凱西(Michael J. Casey)著; 林奕伶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9664417 我是貓 夏目漱石作; 劉子倩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424 維榮之妻 太宰治作;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431 量化行銷時代: 貝佐斯與亞馬遜經營團隊都在做,15個關鍵行銷計量指標馬克.傑佛瑞(Mark Jeffery)著; 高英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455 銀河鐵道之夜 宮澤賢治著; 劉子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4462 畫家之見: 約翰.亞德利的水彩觀約翰.亞德利著; 陳琇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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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大牌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大華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橡實文化



9789866491825 工程與民生科技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謝振中, 于善淳, 邱凌雲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925 東漢許慎傳言 陳文豊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53932 民法債編 陳齊實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49 鐵路特考鐵路法大意講義精要胡伯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63 幼稚園教師聯合甄選幼教專業知能[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70 幼稚園教師聯合甄選教育專業知能[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987 鐵路法大意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07 農漁會國文(論文及應用文)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14 領隊考照上榜王全集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21 導遊考照上榜王全集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38 公文與農田水利相關法規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45 農業概論 任端書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52 資料處理與地理資訊系統概要陳啟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076 水利工程設計與測量學概要 江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120 2000+公職英文單字口袋書 林雅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4137 英文字彙通 廖中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98117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考試叢書編輯小組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109 公職國文題庫(包含公文格式用語)[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53116 公職英文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2153123 公民題庫 [大華傳真出版社]編委會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70592 機械力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湯齊, 杜主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0721 電子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0738 基本電學(含實習)完全攻略 陸冠奇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0790 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何曜辰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0844 機械基礎實習完全攻略 何曜辰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0868 電子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0899 電工機械完全攻略 鄭祥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0905 電工機械(歷年試題+模擬考) 鄭祥瑞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1056 電子學實習、基本電學實習(歷年試題+模擬考)甄家灝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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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872749 主題式結構學(含概要)高分題庫劉非凡編著 第五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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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棲息意識實體化研發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華傳真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千華數位文化



9789864873333 工業安全衛生法規 劉永宏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340 普通科目(國文、公民、英文)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紫彤, 伍湘芬, 蔡翼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425 國小類教師檢定通關寶典(重點整理+模擬試題+歷年試題解析)艾育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456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台灣史地ˋ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導遊人員)邱燁, 章琪, 陳書翊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470 領隊導遊英文(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487 補教名師教你成功自學領隊導遊英文張馨文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517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一次過關可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548 導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555 主題式機械製造(含識圖)高分題庫何曜辰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3562 領隊實務. 二, 華語、外語領隊人員林俐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579 導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586 領隊實務. 一, 分類題庫 吳瑞峰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593 食品技師30天一次攻榜: 榜首不傳秘笈大公開黃子寧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609 導遊實務. 二, 華語、外語導遊人員林俐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616 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邱燁, 陳書翊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623 絕對上榜領隊證照輕鬆考(含領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630 導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647 領隊實務. 二, 分類題庫 林俐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654 數理邏輯(邏輯推理) 千華編委會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661 捷運招考超強三合一含國文(國學常識及公文寫作)、英文、邏輯分析(數理邏輯)千華名師群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678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令及實務一次過關金永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685 一次考上銀行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令及實務金永瑩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692 經濟學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708 大眾捷運概論(含捷運系統概論、大眾運輸規劃及管理、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捷運法規)白崑成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715 主題式行銷學(含行銷管理學)高分題庫張恆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722 主題式機械原理(含概論、常識)高分題庫何曜辰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3739 國文高分題庫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3746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應試寶典彭立言, 江軍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753 領隊觀光資源概要分類題庫 陳書翊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3760 會計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歐欣亞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777 物理高分題庫 千華物理科名師群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3784 機械常識 林柏超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873791 絕對上榜!導遊證照輕鬆考(含導遊實務一、二、觀光資源概要)吳瑞峰, 林俐, 陳祥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807 機件原理完全攻略 黃蓉, 陳家洛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3814 商業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821 商業概論完全攻略 王志成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3838 電子工程專業科目歷年試題澈底解說曾嘉浩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845 餐旅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 高芬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852 數學(B)商職完全攻略 歐昌豪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869 數學(B)商職(歷年試題+模擬考)歐昌豪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876 國文完全攻略 李宜藍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883 英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劉似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3890 英文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906 數學(C)工職完全攻略 張宏印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913 數學(C)工職(歷年試題+模擬考)歐昌豪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920 英文閱讀與寫作完全攻略 劉似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937 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年試題+模擬考)劉似蓉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3944 經濟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王志成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3951 捷運法規及常識(含捷運系統概述)白崑成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968 國文(歷年試題+模擬考) 李宜藍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3975 餐旅概論完全攻略 高芬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3982 餐旅服務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3999 餐旅服務(歷年試題+模擬考) 畢瑩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002 飲料與調酒完全攻略 畢瑩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026 計算機概論完全攻略 范金雄編著 第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033 計算機概論(歷年試題+模擬考)甄浩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74040 企業管理大意滿分必殺絕技 楊均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057 會計學完全攻略 歐欣亞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064 警專物理: 滿分這樣讀 曾禹童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4071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大意(內勤)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088 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寶典黃皇凱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095 郵政三法大意百分百必勝精鑰以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118 警專數學: 滿分這樣讀 歐昌豪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125 警專國文: 滿分這樣讀 李宜藍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132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營運職/專業職一)陳金城編著 第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149 警專中外歷史: 滿分這樣讀 陳書翊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156 主題式電子學(含概要)高分題庫甄家灝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4163 企業管理頂尖高分題庫(適用企業概論、管理學)陳金城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4170 基本電學(歷年試題+模擬考) 陸冠奇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874187 警專英文: 滿分這樣讀 倪明編著 第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194 企業概論與管理學 陳金城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874248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外勤)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262 勝出!外勤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條文對照式題庫陳金城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279 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焦點總複習高朋, 尚榜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286 超級犯規!郵政國文高分關鍵的八堂課李宜藍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4293 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874309 勝出!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 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316 行銷學(適用行銷管理、行銷管理學)陳金城編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4874323 郵政三法大意全真模擬題庫 陳金城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874330 搶救郵政國文特訓(含短文寫作與閱讀測驗)徐弘縉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874347 警專中外地理: 滿分這樣讀 王傑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874354 警專化學: 滿分這樣讀 陳名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874408 郵政英文勝經 劉似蓉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30881 第一次品烏龍茶就上手 李遠華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95

送存冊數共計：95

千華駐科技



9789575632946 坐火車遊西藏: 慢遊心攝 呂新平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288 巧記多音字. 上册(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韵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295 巧記多音字. 下册(簡體字版) 陳建武, 陳韵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301 完美性格小公主: 小饞貓溫妮 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318 生活是最好的修行: 辦公室裡的修行課喻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5633325 飯店戰略管理 鄒益民, 周亞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4134 以形寫真: 吳玉成個展紀要/2002-2017吳玉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57 休閒、觀光、休憩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會議手冊(含論文集). 第十四屆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826 國際當代管理與工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陳玉芬, 熊焰主編 初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9521833 國際當代管理與工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陳玉芬, 熊焰主編 初版 其他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38939 織毛線的女孩 金承妍繪著; 陳聖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8953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李容馬著; 張琪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8977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38984 竹光侍 松本大洋, 永福一成作;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38991 提靈女王. 3, 王國的命運 艾瑞卡.喬翰森(Erika Johansen)著;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004 提靈女王 艾瑞卡.喬翰森(Erika Johansen)著; 鄧嘉宛,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139011 經絡解密. 卷三: 充滿幸福甜滋味的大地之母-脾經沈邑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028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 白裕承, 趙盛慈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2139035 眾神與野獸 陳牧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042 夜巡貓 深谷薰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2139059 夜巡貓 深谷薰作; 丁世佳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139066 親愛的馬塞爾今晚離開我們了: 普魯斯特的最後一頁亨利.哈齊默(Henri Raczymow)著; 陳太乙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073 修復未來: 反制大數據壟斷、演算法統治、科技性失業、民粹主義、贏者全拿,保存人類價值的5大行動指引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著; 劉復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080 我是眼科醫師,我有乾眼症 李文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103 和手機分手的智慧: 從此不再讓手機蠶食你的腦神經、鯨吞你的生活-30天作戰計畫凱薩琳.普萊斯(Catherine Price)著; 許恬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110 黑色斑點 鄭美珍著; 黃美玉繪; 陳聖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127 黃黃的黃 法蘭克.阿施奇(Frank Asch)著; 馬克.阿倫.斯塔馬提(Mark Alan Stamaty)繪; 粘耿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39134 埃及王子前傳: 天神家族Reignited柯琳.霍克(Colleen Houck)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士詠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葉大學休管系



9789862139141 請讓我安詳、快樂的死 : <>編劇的終活計劃橋田壽賀子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39158 給力: 矽谷有史以來最重要文件!NETFLIX維持創新動能的強才策略珮蒂.麥寇德(Patty McCord)著; 李芳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9936 讀懂自己，找回工作力量 李淑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11402 文法超簡單. Ⅱ 林昱秀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863211617 日本語初級大地1.2聽解文法練習佐々木薫, 西川悦子, 大谷みどり著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648 會!日本語初階. 1 できる日本語教材開発プロジェクト等著第1版 其他 1

9789863211662 台灣原住民瀕危語言 邵語 新居田純野編著; 土田茲監修; 黃迎春編譯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40085 校園魔術師: 超強魔術輕鬆學 馬奇克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40252 怪盜亞森.羅蘋. 3: 皇后的項鍊莫里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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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40276 怪盜亞森.羅蘋. 4, 少女奧坦絲的冒險莫里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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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40283 NEW全彩漫畫世界歷史. 別冊: 人物學習百科近藤二郎監修; 郭子菱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290 怪盜亞森.羅蘋. 5, 813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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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40306 小廣的魔法玩具箱 深見春夫作;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313 名偵探福爾摩斯. 1, 紅髮俱樂部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13 名偵探福爾摩斯. 1, 紅髮俱樂部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20 我和我的冠軍甲蟲 信實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337 怪盜亞森.羅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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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 1

9789578640344 咚咚咚,下一個是誰? 矢野朱美文.圖; 蘇懿禎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351 爸爸的摩斯密碼 石麗蓉文.圖 二版 精裝 1

9789578640368 名偵探福爾摩斯. 2, 鵝與藍寶石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68 名偵探福爾摩斯. 2, 鵝與藍寶石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75 名偵探福爾摩斯. 3, 最後一案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75 名偵探福爾摩斯. 3, 最後一案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82 名偵探福爾摩斯. 4, 跳舞人形暗號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82 名偵探福爾摩斯. 4, 跳舞人形暗號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99 名偵探福爾摩斯. 5,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399 名偵探福爾摩斯. 5,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40405 墊板小弟開學了 二宮由紀子文; 山村浩二圖; 蘇懿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40429 名偵探福爾摩斯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蘆邊拓編著; 城咲綾繪圖; 張東君翻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640498 天神幫幫忙: 動物馬拉松 子魚作; 張惠媛繪圖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40504 青椒超人綠披風 佐倉智子文字; 中村景兒繪圖; 米雅翻譯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熊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0

子瑜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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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34857 老爸練習曲 小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2648 彩墨凝華風: 趙淑德夏艷海洋作品集趙淑德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907 台灣花菓盆栽展. 2016 林信忠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069 開店之神的絕學: 山本憲司的61個經營細節山本憲司著; 黃瓊仙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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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4617 必學7堂翻倍投資術 : 多空我都能賺太田忠著; 易起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624 愛因斯坦夢想中的5堂AI幸福學: 人不會被淘汰,未來的日子只會越來越好!藤野貴教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644631 散戶會計師的65道投資解題: 從基本面、技術面到籌碼面,一次完整學會!足立武志作; 黃瓊仙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648 大腦習慣正能量思考: 透過華盛頓州立大學的5堂人際關係課,解決你「焦慮」的最強武器！高原著 平裝 1

9789869644655 聚焦思維: 奇異公司栽培一流工作者的7種能力!田口力著; 侯詠馨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4693 哈佛第一名的自學法: 教孩子面對考試、管理時間、克服失敗的5堂課韋秀英著 平裝 1

9789869659604 連薩提爾也佩服的4堂溝通課,對話的力量: 帶人要深得人心, 不是單向的「說道理」,而是要溫暖他「受傷的心理」!世谷詞一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659611 哈佛大學最強EQ訓練: 教孩子控制情緒、找到貴人、善用天賦的5堂課!韋秀英著 平裝 1

9789869659628 33個下流老人的翻身日記: 醫學教授傳授7方法,教你優雅、滿足、少煩惱,過好每一天!保坂隆作;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659635 TED脫稿說話術: 學賈伯斯、歐巴馬的3堂即興幽默力!李真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9642 阿德勒教你體貼對方難過心理的回話課岩井俊憲著; 侯詠馨譯 平裝 1

9789869659659 希望散戶、主管都能懂財報超賺錢: 50張圖、33個技巧,解決你對數字抓狂的難題!福岡雄吉郎著; 黃瓊仙譯 平裝 1

9789869659680 努力必須張揚,人生才有鋒芒 黑白格的時間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17620 說相聲,學語文 馬景賢編劇 二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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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7750 親子桌遊派對: 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作 初版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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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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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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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7804 灰灰小姑娘 利雅君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綠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臺南花菓盆栽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24

大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小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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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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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118009 一年級大個子.二年級小個子 古田足日原著; 彭懿翻譯; 陳美燕繪圖三版 平裝 1

9789862118061 海盜船: 一切都是為了夥伴! 工藤紀子文.圖; 賴秉薇譯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085 魔法自動販賣機 山田知子文; 伊東美貴圖; 周姚萍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092 贏家 傑瑞.史賓尼利著; 麥倩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115 大聲公 李潼著; 蘇力卡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269 春花望露 陳素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276 慢吞吞王國 黃曦文; 嚴凱信圖 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283 笨雄,加油! 岩井俊雄作; 周姚萍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290 騎狼女孩 凱瑟琳.郎德爾著; 徐海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313 誰在廁所裡? 珍妮.威利斯文; 阿德蘭.雷諾圖; 林盈蕙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2118337 節慶童樂會: 現代版中國節日童話周姚萍文; 楊麗玲圖 二版 平裝 1

9789862118382 虛擬實境閱讀大賽. 1, 忒修斯迷宮記譚麗霞著; 簡翊家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18429 晚安,貓頭鷹 葛瑞格.皮佐利文.圖; 沙永玲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443 腳踏車 盧卡斯.阿諾杜森文; 馬克.揚森圖; 陳若谷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118450 水邊的精靈: 蜻蜓 邱承宗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626301 猜猜我有多愛你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 安妮塔.婕朗圖; 陳淑惠譯三版 精裝 1

9789577626318 我的朋友 五味太郎作; 上誼編輯部翻譯 二版 精裝 1

9789577626356 咕嘰怪 愛德華.蒙梭(Edouard Manceau)文.圖; 周婉湘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363 歡迎來到這個美麗的星球 奧立佛.傑法(Oliver Jeffers)文.圖; 劉清彥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7626387 青蛙和蟾蜍: 好朋友(中英雙語)艾諾.洛貝爾(Arnold Lobel)文.圖; 潘人木, 黨英台譯二版 其他 1

9789577626394 青蛙和蟾蜍: 好伙伴(中英雙語)艾諾.洛貝爾(Arnold Lobel)文.圖; 潘人木, 黨英台譯二版 其他 1

9789577626400 青蛙和蟾蜍: 快樂時光(中英雙語)艾諾.洛貝爾(Arnold Lobel)文.圖; 潘人木, 黨英台譯二版 其他 1

9789577626417 青蛙和蟾蜍: 快樂年年(中英雙語)艾諾.洛貝爾(Arnold Lobel)文.圖; 潘人木, 黨英台譯二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3423 中短期波段操作精解 黃韋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37884 給中小學生的世界歷史. 近現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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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37891 給中小學生的藝術史. 繪畫篇 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李爽, 朱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7907 華德福慢養教育 金.約翰.培恩(Kim John Payne)著; 舒靈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837914 水墨漢字繪本. 1: 日月山川. 象形篇保冬妮著; 朱瑩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37921 水墨漢字繪本. 2: 上下十千. 指事篇保冬妮著; 朱瑩繪 二版 精裝 1

9789865837938 給中小學生的藝術史. 雕塑篇: 美國最會說故事的校長爺爺,為你導覽世界各大博物館,輕鬆看懂偉大藝術品維吉爾.希利爾(Virgil Mores Hillyer)著; 李爽, 朱玲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小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上誼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大億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25062 最美好而且重要的家人 班傑明.福克斯(Benjamin Fox)文; 伊麗莎白.羅賓斯(Elizabeth Robbins)圖; 賴潔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86 媽媽的100張臉孔 朴秀娟作; 鄭銀淑; 簡郁璇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093 第一次自己離家過夜 艾利克.翁格勒貝爾(Éric Englebert)作; 克柔德.K.杜柏瓦(Claude K. Dubois)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09 戰勝工作怪獸的爸爸超人 李順真作; 張銀玉繪; 魏嘉儀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16 說聲嗨，我們其實可以很靠近娜塔莉亞.柯倫波(Natalia Colombo)文.圖; 艾宇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23 也許死亡就像變成一隻蝴蝶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麗莎.布蘭登堡(Lisa Brandenburg)圖;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30 如果你沒有贏，沒有關係 鄭震鎬文.圖; 陳怡妡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47 「無限多」到底有多少呀？ 凱特.霍斯福德(Kate Hosford)文; 嘉比.斯維特柯斯卡(Gabi Swiatkowska)圖; 林珊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9125154 我的興趣可以變成我未來的工作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éban)文.圖; 賴潔穎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59763 黃金的句子: 金句的故事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052616 靈光隱隱: 暗室的一燈 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3052623 持戒波羅蜜: 蓮生活佛盧勝彥說戒盧勝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5732 24節氣經絡芳療自癒全書: 用12經絡強效配方油與按摩手法,掌握時機調體質、養氣血沈莉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749 神聖芳療卡Sacred Aroma Cards: 用芳香塔羅透析你的身心狀態,突破生活瓶頸的29種精油魔法夏秋裕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05756 破解精油: 一次學會各流派芳療大師的調配祕技,飽覽最新的精油科學實證效用珍妮佛.碧絲.琳德(Jennifer Peace Rhind)著; 鄭百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05763 根治膝痛,膝力重生: 4步驟找出痛點根源,對應正確體操才有效銅冶英雄著; 蘇珽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696 完美,稍縱即逝: 舞蹈家古名伸的追尋筆記古名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502 永懷上師巴巴 阿闍黎凱希瓦難陀阿瓦督塔(Acarya Keshavananda Avadhuta)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519 誰是真正的上師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526 天然藥物治百病 雪莉.普羅巴.阮將.沙卡(Shrii Prabhat Ranjan Sarkar)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533 巴巴別傳: 大宗師巴巴的事蹟 吳春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540 靈性科學集成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初版 平裝 卷1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大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小貓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大樹林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60433 大阪BEST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0457 東京散步地圖 JTB Publishing,Inc.[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0464 中國地形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471 世界地形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488 世界行政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495 中國行政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501 中國直式行政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18 新店區街道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525 中和區永和區街道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32 三重區街道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49 板橋區街道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56 蘆洲區五股區街道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63 中華民國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70 新莊、泰山、林口、龜山街道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87 淡水、三芝、石門、金山、八里區街道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594 三峽、鶯歌、土城、樹林街道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00 台北市街道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17 台中市都會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24 台南市都會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631 桃園區都會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55 台北市都會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62 新北市都會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79 高雄市都會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86 汐止、平溪、坪林、深坑、石碇、瑞芳、貢寮、雙溪區街道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693 南港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0709 中山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16 北投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23 中正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30 萬華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47 信義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54 松山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61 大同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78 文山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85 士林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792 內湖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08 大安區(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15 新竹縣、苗栗縣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22 台南市、高雄市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39 雲林縣、嘉義縣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46 屏東縣、台東縣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53 彰化縣、南投縣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60 宜蘭縣、花蓮縣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大輿



9789863860877 新北市、桃園市全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84 台中市地圖. 1(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891 台中市地圖. 2(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07 台中市地圖. 3(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14 基隆市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21 新竹市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38 雲林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45 宜蘭市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52 嘉義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69 苗栗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76 屏東市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83 彰化市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0990 高雄市地圖(雙面版). 1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03 高雄市地圖(雙面版). 2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10 高雄市地圖(雙面版). 3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27 台南市地圖(雙面版). 1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34 新北市地圖(雙面版). 1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58 花蓮市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65 屏東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72 花蓮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89 彰化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096 南投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02 TAIPEI CITY MAP(雙面版)(中英對照)劉斐青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3861119 台灣地形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26 新竹縣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33 TAIWAN MAP(雙面版)(中英對照)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40 台東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57 台東市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64 宜蘭縣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71 嘉義市街道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88 澎湖、金門、離島地圖(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195 台北市街道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201 台灣行政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218 台灣地形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225 台北市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232 台中市行政全圖(雙面版). 1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263 中國行政全圖(防水鋁掛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294 台灣行政全圖(防水鋁掛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17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全張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24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上光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31 台灣行政全圖(防水上光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48 中國行政全圖(防水上光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55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精裱掛圖)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62 中國行政全圖(防水精裱掛圖)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79 台灣行政全圖(防水精裱掛圖)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86 世界行政地圖(防水精裱掛圖)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393 中國行政地圖(防水精裱掛圖)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09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鋁掛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16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精裱掛圖)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23 世界地形全圖(防水鋁掛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30 台灣地形全圖(防水鋁掛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47 台灣地形全圖(防水全張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54 世界地形全圖(防水上光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61 台灣地形全圖(防水上光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78 台灣地形全圖(防水精裱掛圖108X156)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485 台灣地形圖(防水精裱掛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546 世界行政全圖(防水全張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553 台灣行政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560 台南市地圖(雙面版). 3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591 世界行政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607 中國地形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614 中國行政全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621 中華民國全圖(秋海棠)(雙面版)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638 世界地形地圖(雙面版)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652 台南市地圖(雙面版). 2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676 九州BEST JTB Publishing, 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1683 東京 JTB Publishing,l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1690 台灣萬用地圖大全 平裝 1

9789863861706 北海道大周遊 JTB Publishing, Inc.作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861713 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街道圖(雙面版)游上游總編輯 其他 1

9789863861720 三重區、五股區、蘆洲區街道圖游上游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861737 電視興衰與我的生涯 楊楚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61744 臺灣行政立體地圖 周宇廷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1560 柳宗理隨筆 柳宗理作; 蘇文淑, 葉韋利, 王筱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32586 森正洋語錄。關於設計。 森正洋談論推廣會作; 陳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816 日日料理帖 高橋良枝等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861 FOOD DICTIONARY咖啡 枻出版社編輯部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878 FOOD DICTIONARY日本茶 枻出版社編輯部著;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7885 日日 日日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869407892 FOOD DICTIONARY 威士忌 枻出版社編輯部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15

送存冊數共計：115

大鴻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9789869355230 常備菜 飛田和緒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55247 Hit the road 單車上，未知終點的旅行李怡臻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54 吃點心囉!: 日常生活中一再回味的經典點心食譜中島志保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61 吃飯囉!: 日常生活中一再回味的經典料理食譜中島志保作;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78 我,哈利: 生活的餐桌與工作的餐桌Boya Le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85 我 谷川俊太郎著; 田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5292 戀物,卻想一身輕 本多沙織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803 味道的風景 平松洋子著; 王淑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810 北歐經典食器中的舊時光 謝夙霓, 熊書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827 旅行餐廳: 虎斑貓蹦蹦的便當 中西直子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834 你的料理最美味: 85道食譜與10篇料理手記長尾智子作; 賴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5841 秋刀魚一條半 盧怡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0257 上師意成就金剛忿怒力.口授道次第智藏疏.極增智相秋局德欽林巴取藏; 法護漢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0430 生活的大智慧: 進入自性佛(真理學,輔助深入版. 2)大覺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143 森之襞 志鎌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2150 藍心之物: 李婷婷臺灣首個展 李婷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28218 斗山蕭氏族譜 蕭瑞祿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83477 如何思考: 人生與工作結果將徹底不同稻盛和夫作; 呂美女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83514 父母的品格: 如何打好一輩子的親子關係坂東眞理子作; 許曉平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983521 10+島款款行: 四季X五感 離離離島出海放風微笑台灣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3983521 10+島款款行: 四季X五感 離離離島出海放風微笑台灣編輯團隊作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斗山祠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下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覺悟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大觀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大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日月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87136 設計、藝術與建築中的FORM+CODE: 如演算般優雅，用寫程式的方式創造設計的無限可能Casey Reas, Chandler McWilliams, LUST著; 何權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228 跌倒的贏家 黃鵬峻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242 發現時代 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 克里斯.庫塔納(Chris Kutarna)著; 葉家興, 葉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259 美國小兒科醫師的育兒寶典 珍.史考特(Jane Scott), 史蒂芬妮.藍德(Stephanie Land)著; 劉盈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266 到設計師大腦找商機: 設計思考x經營智慧x一流創意,日本當紅設計師與頂尖企業Q&A,從研發到實踐,打造大受歡迎的商品日經設計編;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273 日檢N3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著; 游翔皓譯 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2487280 經典日劇100話 虞安壽美, 游翔皓, EZ Japan編輯部著; 劉建池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297 4樣食材做泰國菜: 涼拌、綠咖哩、炒河粉、雪酪,36道泰皇料理&街頭美食輕鬆上桌!卡蜜兒.蘇碧耶(Camille Sourbier)著; 王晶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03 全民動起來: 秒懂運動健身英文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87310 五十後的精采 來自你的行動與渴望: 啟動創造力12堂課X安頓身心68個練習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 艾瑪.萊弗利(Emma Lively)著; 陳文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27 一鍋搞定!美味炒鍋料理40道: 煎煮炒炸超簡單,經典x創意,15分鐘異國料理端上桌娜塔莉.阮氏(Nathalie Nguyen)著; 思謐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34 跟著阿滴滴妹說出溜英文: 網路人氣影片系列<>大補帖阿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41 這樣學韓語文法最簡單: 從基礎文法、助詞、語尾、慣用表現到發音,最完整的文法入門書李昌圭著; 李詩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65 爸爸會幫我 馬丁.湯馬斯(Martin Thomas)文; 艾格.亞寇斯卡(Ag Jatkowska)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487372 做自己的自由: 掙脫束縛、打破常規、創造理想美好生活的七種練習!麥克.威克斯(Mike Weeks)著; 張馨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89 3S風潮: 串流、分享、盜版,看大數據如何改寫創意產業的未來邁克.史密斯(Michael D. Smith), 拉胡.泰朗(Rahul Telang)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87396 日檢N4聽解總合對策 今泉江利子著; 游翔皓, 詹兆雯譯修訂一版 其他 1

9789862487464 最讓人發毛的鬼話英文: EZ TALK總編嚴選特刊潘亭軒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102 何以要有新約: 讓舊約自己來說約翰.古爾丁奎(John Goldingay)著; 林秀娟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5959 惟覺法語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5966 中台行願: 開山祖師墨寶展專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487 詩情靈動: 林金田創作個展 林金田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9835 深層針灸: 四十年針灸臨證實錄毛振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9842 杏林薪傳: 一位中醫師的不傳之祕王幸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今日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太文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心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友百貨時尚藝廊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友友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70420 中醫保健與養生 星雲山人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94426 闖入蠻荒 童悅輯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19112 鐘錶專有名詞實用辭典(中英法對照版)郭峻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0809 有意思的巷弄: 台北市民生社區邱建文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43833 《鳥譜》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143840 《鳥譜》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143857 《鳥譜》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143864 《鳥譜》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143871 《鳥譜》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143888 《鳥譜》滿文圖說校注 莊吉發校注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3143963 清史論集 莊吉發著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3143970 中國鄉土詩人金土作品研究: 我與遼寧張云圻的《華夏春秋》因緣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987 雙重奏: 評論藍雲．藍雲評論 藍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703 《六朝選詩定論》對身體與時空之闡發: 兼論吳淇之情辭觀鄭婷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3994 維摩佛學論著集. 二 林律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07 松風室文存 楊國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21 暇豫翻翻《揚子江》詩刊: 蟾蜍山麓讀詩瑣記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45 健群小品. 第三集 吳信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38 秦漢諸子禮學思想研究: 論《呂氏．十二紀》至《春秋繁露》賴昇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52 我讀上海《海上詩刊》: 中國歷史園林豫園詩話瑣記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76 經傳中以數字顯現的儒家之道董金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83 夏日的雙重奏 攸布, 楊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090 魏晉三玄與言意之辯 沈維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06 悅讀易經 易啟幸福 李威熊審定; 劉淑爾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13 范蠡致富研究與學習: 商聖財神之實務與操作陳福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20 現代詩賞析 林明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44137 《三國志通俗演義》滿文譯本研究莊吉發編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不只是店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史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石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33332 傳薪的牧人: 曾建次輔理主教榮休特刊天主教臺灣原住民牧靈委員會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7724 勝道四法: 般若道次第. 第一篇惠空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407731 生天見佛: 般若道次第. 第二篇惠空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407748 大悲心起: 般若道次第. 第三篇惠空法師著 平裝 1

9789869407755 成佛大道: 般若道次第. 第四篇惠空法師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506 解讀藏在手指的關鍵密碼: 讓你成為更強大的自己張欣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561 翻身吧!我的溝通力: 辨色應對,100%抓住人心,溝通零障礙莊舒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85 安靜是種超能力: 寫給內向者的職場進擊指南,話不多,但大家都會聽你說張瀞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592 為什麼你給的溺愛貓不要?: 美國最受歡迎貓咪行為專家,從飼育到溝通,讓你秒懂你的貓!潘.強森班奈特(Pam Johnson-Bennett)著; 吳孟穎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2603 廚房再也不麻煩: 菜單、採買、烹調、整理、收納,不費力快速搞定廚房事足立洋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72627 允許自己痛,更要好好過: 運動療癒12週練習蜜雪.史丹克鮑加德(Michelle Steinke-Baumgard)著; 陳正芬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0288 藥味忍法帖 樹下次郎作; 環譯 第二版 平裝 第1卷 1

9789869510295 藥味忍法帖 樹下次郎作; 環譯 第二版 平裝 第2卷 1

9789869672306 藥味忍法帖 樹下次郎作; 環譯 第二版 平裝 第3卷 1

9789869672313 藥味忍法帖 樹下次郎作; 環譯 第一版 平裝 第4卷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2433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三十五版平裝 1

9789869222440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第三十六版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23

天主教臺灣原住民牧靈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平慈光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共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爪印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文全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天生贏家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舟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2037 中共重要人事評析專輯. 2018年[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805 心中只一人 王竹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805 心中只一人 王竹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7753 零起點學針灸 天下無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60 郝萬山傷寒論講稿 郝萬山著; 王雅菊, 郝巨輝協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77 圖解刮痧拔罐艾灸袪病養生 于天源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7784 中藥炮製學 賈天柱主編 第2版 平裝 1

9789869684408 中醫比西醫好: 基於哲學、科學與醫學的100個為什麼張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9970 不可抗力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9987 君子之交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349994 君子之交 藍淋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477 精準整理: 最強!工作與金錢整理絕技,招招改變你的職場運和財富收入速溶研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6491 讓你在乎的人都喜歡你: 4分鐘破冰「完美說話公式」,讓任何人都對你有好印象箱田忠昭作; 張嘉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05 搭捷運、晒衣服、打電腦都能做的,58招全身伸展鬆筋去痠痛: 排除「情緒壓力」,緩解「疼痛點」,只要微調日常小動作野口徑大作; 林曜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12 完美咖啡的細節: 從原豆履歷、杯測口感、烘焙研磨到沖煮萃取,每個環節都到位成美堂出版編輯部著; 駱香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29 斜槓微創業(實踐版): 你自己就是創業資本,將大腦裡的知識全都變現金蕭秋水, 剽悍一隻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36 不誤解、不離題,誰都喜歡你的精準表達技術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43 20秒間歇式體幹核心運動,練出魔鬼腹肌岡田隆作; 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50 看穿內心情緒的行為暗示心理學: 頂尖心理學家證實,99%人能看透的50招讀心術內藤誼人作; 郭欣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67 放不開,想太多,這樣的你也可以很好渡瀨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74 咖啡的水科學: 萃取原理、水質檢測與參數調整,全面揭露控制咖啡風味的祕密于熙之著; 謝雅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598 學會勇敢的善良,不再委屈 李寅洙, 李武石作;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04 剛剛好的情緒界線: 大腦醫學博士，幫你擺脫人際困境，盡情施展「高敏感才華」高田明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11 驗屍官傳奇: 讓屍體說話,四十年與殘酷凶手的智力對決約翰.貝特森(John Bateson)著; 聞翊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28 貼心說話術: 贏得面子，卻輸掉人心，有何用？高明的說話，就是讓人感到窩心、有溫度臼井由妃作; 汪欣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35 驚人の大腦情緒記憶術,輕鬆記住任何事: 結合情感訊息的記憶,能深刻烙印大腦,三秒快速回想並木秀陸作; 林妍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42 少一點討人厭,多一點溫暖心的善良小心機: ＜超圖解＞人際心理學,教你「輕鬆轉個彎守住底線」,做好人也不委屈齊藤勇監修; 汪欣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竹語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方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文光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木更工作室



9789869647359 科幻電影的預言與真實: 人類未來命運的科學思辯、想像與對話瑞克.艾德華斯(Rick Edwards), 邁可.布魯克斯(Michael Brooks)著; 鍾沛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66 史上極惡「心靈陷阱」的暗黑心機操控心理樺旦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73 劃出善良底線做自己,很好相處,更能獨處: 取悅別人只會廉價出賣自己,堅持獨立意志才能找回自我價值午堂登紀雄作; 駱香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397 情緒智慧說話課: 話不投機怎麼開口？不爽回擊如何不壞氣氛？朱凌, 常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104 依台閩語試解人類語言起源 谷德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1901 新北市勞工大學. 2018: 都市更新及老舊房屋重建實務林煌欽等編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960 梁冬說莊子.養生主: 小代價解決人生大難題梁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5977 梁冬說莊子.人間世: 僅僅做個好人是很危險的梁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19 為什麼我家的冰箱都是麒麟啤酒: 日本高知分店銷售現場的奇蹟式逆轉田村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9964 那雙看不見的手: 龔行憲、龔行健兄弟的奮鬥歷程鄭椲樵, 李喬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90589 借銀燈說傳奇: 張愛玲電影劇本與小說研究許珮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596 大乘五蘊論講記 寬德法師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90602 經典承曦: 北商文學獎作品集. 2018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626 道德經: 宇宙人生老君正解 林木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90633 漢、唐舞樂文物藝術暨創作之研究許美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7384 快樂幼兒圖像樂理: 先修A 高音譜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9397391 快樂幼兒圖像樂理: 先修B 低音譜尹宏明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168586 文武雙全!高中職體育班學生的成就抱負之模式洪煌佳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1191959 新移民子女教育的實證 張芳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4554 資通安全法規彙編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安科技研究所編輯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天使之聲數位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今周刊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巴別塔文創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五南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文津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天音國際



9789571197678 台、日、韓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王業立, 蘇子喬, 石鵬翔著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97685 2016台灣大選: 新民意與新挑戰蔡佳泓等著; 陳陸輝主編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97692 信心危機: 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及其政治後果陳陸輝著 初版 平裝 3

9789571197708 謙謙君子: 憶簡茂發名譽教授 賴清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198057 政黨選舉與比較選舉制度 王業立、蘇子喬、石鵬翔、陳陸輝、蔡佳泓等著初版 平裝 全套 3

9789571198231 都市發展診斷與策略: 運用中醫理論解決城市問題李淳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6631 玩皮人生.序曲: 劉孝謙皮件創作展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96624 藝遊.意遊: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年鑑. 2017-2018陳歷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207094 利器 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著; 張思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3867 慢讀唐詩: 悠然人生的55次美好相遇琹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178 慢讀宋詞: 悲歡人間的40回深情眷戀琹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4499 慢讀元曲: 豁達人生的55種真摯灑脫琹涵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021 我們都是脆弱的人 克里斯多夫.翁推(Christophe André)著; 黃奕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151 剛剛好的人生哲學 孔柄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267 微縮模型雙料冠軍的創作小世界鄭鴻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311 100の東京大人味發見 吳東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335 彼拉提斯解剖書 艾比.埃爾渥斯(Abby Ellsworth)著; 王怡璇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342 按摩解剖書 艾比.埃爾渥斯(Abby Ellsworth), 佩吉.奧特曼(Peggy Altman)著; 賴孟怡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359 狼王羅伯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今泉吉晴解說; 蔡昭儀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366 世界的浪浪在找家 : 流浪動物考察與關懷手記本庄萌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373 銀狐多米諾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原著; 今泉吉晴編譯解說; 劉格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380 愛犬賓果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原著; 今泉吉晴解說; 涂紋凰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397 你(穿著木屐)踩過天鵝屍體嗎?宮藤官九郎著; 蘇文淑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403 氣味: 菲立普.克婁代散文集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著; 陳蓁美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595410 托拉雅之樹 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著; 李毓真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595427 墨水戰爭. 3 瑞秋.肯恩(Rachel Caine)著; 翁雅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434 女神 三島由紀夫著; 陳系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496 謊言回憶錄 米蘭達.道爾(Miranda Doyle)著; 郭寶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502 大腦會說故事: 看電影、讀小說,就是大腦學習危機下的生存本能哥德夏(Jonathan Gottschall)著; 許雅淑, 李宗義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519 人生從不做多餘的事開始: 一日一禪語的正確生活植西聰著; 葉廷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526 善遞饅頭 孫梓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533 在家做頂級保養品 孟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540 陰陽師. 第六部, 晴明取瘤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557 陰陽師. 第七部, 太極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564 陰陽師. 第十八部, 玉兔卷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595 Premium: 東京大人味．美の設計発見吳東龍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木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9

中原大學藝術中心



9789863595618 如果可以誠實，孩子為什麼要說謊?陳品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25 煙與鏡: 尼爾.蓋曼短篇精選. 1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林嘉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32 日本,不能直譯. 2, 關鍵字,其來有自林水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49 日本,不能直譯. 3, 讀日本文學的人林水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56 芬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繪旅行: 最美好的北國假期，一路驚喜再發現文少輝, 傅美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63 早晨、白天、夜晚的一日禪: 化解一天不同時段的生活和職場煩惱平井正修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70 十一種孤獨: 理查.葉慈經典短篇小說集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作; 李佳純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687 和動物說話的男人: 《所羅門王的指環》作者的狗貓行為觀察學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著; 張冰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694 愛的饑渴 三島由紀夫著; 唐月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700 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著; 唐月梅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717 被謀殺的城市 柴納.米耶維(China Mieville)著; 林林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731 看電影的慾望 張亦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748 如何說,如何聽 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作; 吳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755 離婚季節: 陽光如此燦爛；風，如此輕柔；我們卻不知道，路已到了盡頭。約翰.齊佛(John Cheever)作; 余國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762 第7天: 第7號牢房. 2 凱瑞依.卓威里(Kerry Drewery)著; 蔡宜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09 哲學就是對世界的提問: 圖解影響現代社會的50位哲學家小川仁志著; 王華懋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816 陰陽師. 第八部, 首塚 夢枕獏著; 村上豐繪; 茂呂美耶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823 陰陽師. 第九部, 生成姬 夢枕獏著; 茂呂美耶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95830 易碎物: 尼爾.蓋曼短篇精選. 3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 林嘉倫, 吳維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61 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間 林蔚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85 我的解剖人生 卡拉.華倫坦(Carla Valentine)著; 葉旻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95892 雅藏珍.奧斯汀: 逝世兩百周年紀念版珍.奧斯汀(Jane Austen)著; 陳佩筠等譯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72362 情緒開心果 張志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423 取用神的話禱告: 實操手冊 羅保羅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485 毛毛蟲變王子: 雅各生平探索 馬有藻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492 情緒開心果(簡體字版) 張志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508 方舟裡的春天: 美滿婚姻七要訣劉仁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515 逆境中的擁抱: 絕處逢神單親路(教師版)黃麗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522 絕處逢神單親路(學員版) 洪黃麗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539 一笑抵萬金,歡樂滿家園: 家庭幽默小品集錦真愛作者團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72546 逆境中的擁抱: 絕處逢神單親路黃麗薰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2772553 培靈講道集 楊摩西著 初版 平裝 第11輯 1

9789862772560 培靈講道集 楊摩西著 初版 平裝 第12輯 1

9789862772577 小即是大! 東尼.戴爾(Tony Dale), 費莉西蒂.戴爾(Felicity Dale), 喬治.巴納(George Barna)合著; 葉榮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584 哈該書靈拾 何照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72607 突破者恩膏: 打通得勝的道路！芭芭拉.尤德(Barbara J. Yoder)著; 張瓊月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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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送存冊數共計：50

天恩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文化大學生應系



9789869643610 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 2018: 優質生活林素一, 陳彥呈, 劉馨嵐執行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3330 王吉林教授80嵩壽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3378 戲劇舞台空間的塑形表意: 舞台設計創作報告: 以音樂劇<>、舞台劇<>、<>為例劉志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85 顏翠珍作品編創理念與解析: "華岡藝展"與"鳥與水舞集"近五年作品闡述顏翠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392 金門國家公園八二三砲戰六十週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李仕德主編 平裝 1

9789869643658 大學國文選 中國文化大學八版大學國文選編輯委員會編八版 平裝 1

9789869643665 解析審美意識 楊瑞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672 體育政策之理論與實務 陳嘉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63330 何郁玟-編創理念與作品實例分析何郁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541 大熊魂 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杜蘊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3558 This is莫內 莎拉.佩布渥斯(Sara Pappworth)作; 奧黛.梵琳(Aude Van Ryn)繪; 劉曉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1580 美好的一天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1658 我們的快樂節(簡體字版) 鄧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672 Hurray for Kids Learning 鄧立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689 艾莉絲找小熊(簡體字版) 鄧立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696 美麗的花園(簡體字版) 鄧立平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5881726 彩色世界真有趣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764 The Secret World of Eggs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5881771 Mommy and Me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二刷]平裝 1

9789865881788 Yummy Fruit 鄧立平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795 I am not afraid chief editor Li-ping Te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1801 Color Change Game chief editor Li-ping Te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1818 Guess Guess Guess創意猜一猜 chief editor Li-ping Te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1825 Guess Guess Guess聯想猜一猜 chief editor Li-ping Te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1832 你會做什麼(簡體字版) 鄧立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81849 寶寶愛遊戲: 親子手冊3-8歲(簡體字版)chief editor Li-ping Teng [1st ed.] 平裝 1

9789865881856 寶寶愛遊戲: 親子手冊0-4歲(簡體字版)chief editor Li-ping Teng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74281 阿兵哥客家童謠. 4, 阿不倒 鍾振斌著; 徐惠良繪圖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六堆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天培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元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226 汪其楣劇作: 謝雪紅 汪其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33 輪迴的螞蟻 廖亦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40 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 田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57 深度報導寫作 康文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64 莒光作文簿: 我在馬祖當兵的故事陳廷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271 意外的旅程: 我的都蘭農舍生活江冠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54697 CPC企業創新系統(CBIS)技術手冊陳美惠等編撰; 中國生產力中心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6254765 經營與設計的幸福關係 中川淳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603 地名資訊研討會與成果發表論文集. 2017中國地理學會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410 CIPA-ICORP-ISCARSAH Joint Meeting Conference Proceeding. 2017editor CIPA-ICORP-ISCARSAH 2017 Joint Meeting Committee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26434 預見未來: 中國科大國際數位設計研討會暨數位設計節. 第一屆林珮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71692 棒球技巧指南 呂文賢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22 中華最新萬年曆 陳繕剛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2471739 奇門怪招符訣 諸葛綾, 紫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46 八卦教符訣 諸葛綾, 紫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53 陰山門符訣 諸葛綾, 紫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60 風水符訣 諸葛綾, 紫閒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77 野外露營團康遊戲大全 團康輔導社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84 國字注音輕鬆自學日本話美國話速成王慶華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791 日語平假名片假名練習字帖 陳重松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允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文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科大規設院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中國生產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地理學會



9789862471807 新編基礎日本語 陳重松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814 萬事悅成命相家擇日萬年曆 林永裕主編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2471821 元曲精選集 陳淑娟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471838 國小作文滿級分: 自學式架構導引謝志忠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99076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18年版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9023 中國郵刊. 第九十五期 何輝慶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3802 水豚大行動POETRY. 創刊號: 上班的相反是什麼?Jummi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307 道脈永存 張意將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5377 海峽兩岸"一帶一路"首次微信群組研討會李夢舟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45384 一帶一路與臺灣 李夢舟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21584 Fight!贏得生命中的重要戰役 克雷格.葛洛契爾著; 黃欣蓉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591 心靈解毒 克雷格.葛洛契爾著; 顧美芬, 林韡勻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07 逃避試探 尼爾.安德生著; 姚彥懿譯 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14 勝過黑暗 尼爾.安德生(Neil Anderson)著; 何國強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21 擊開捆鎖 尼爾.安德生(Neil Anderson)著; 鄧嘉宛譯一版 其他 1

9789866521638 為情緒找個新門號: 改變帶來醫治40天導讀劉曉亭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6521645 改變帶來醫治 亨利.克勞德著; 顧美芬譯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中國租稅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學園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中國醫藥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天師府道教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國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國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豚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78636 中國醫藥大學六十年發展史 吳嵩山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6778643 60-year history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edited by Cheng-chieh lin, Sung-san Wu1st ed.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123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現在過去與未來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第八屆2018葉竑毅, 葉志誠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62395 藥食同源養生食譜: 日本百年餐廳聘珍樓的75道藥膳料理聘珍樓藥膳部作; 陸蕙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418 開始到義大利購物&看藝術 吳靜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432 澳門自由行: 7條路線懶人包 梁詠怡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449 波蘭自助超簡單: 波蘭女孩X台灣男孩帶你去旅行蜜拉(Emilia Borza-Yeh), 葉士愷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456 開始在瑞士自助旅行 蘇瑞銘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463 葵照護Aoi Care: 小規模多機能+自立支援,讓人信賴的社區型新照護模式森田洋之, 加藤忠相作; 陳湘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470 開始在紐約自助旅行 艾瑞克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487 印尼爪哇: 雅加達x萬隆x日惹x泗水陳怜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494 人不管幾歲,都值得好好活下去吉澤久子作; 李毓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500 開始在沖繩自助旅行 酒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3362524 開始在澳門自助旅行 凱恩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531 開始在紐西蘭自助旅行 老包, 舞菇, Jeff Chen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548 騎在天使安排的道路上 張永威作, 攝影 二版 平裝 1

9789863362555 送走父母 井上理津子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562 50歲後的斷捨離: 重啟人生的整理術中山真由美作; 陳令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586 法蘭克福 賈斯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593 搭地鐵玩遍北京 黃靜宜作 五版 平裝 1

9789863362609 開始在韓國自助旅行 陳芷萍, 鄭明在作 八版 平裝 1

9789863362616 開始在緬甸自助旅行 詹依潔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62623 開始在北京自助旅行 沈正柔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3362630 肉類醃漬料理: 食材保鮮X入味一次完成的聰明料理法渡邊麻紀作;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754987 排毒漱口 照山裕子作; 謝敏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4994 星癒奇蹟: 以愛而非邏輯療癒你的自我宇宙傑瑞.薩吉安特(Jerry Sargeant)作;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07 超覺靜坐的力量 鮑勃.羅斯(Bob Roth)著; 沈慈雲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14 可喜可賀的臨終 小笠原文雄作;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21 怕生,其實是種優勢 清水榮司著; 高宜汝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38 你,很好 : 接受過去的你,喜歡現在的自己艾爾文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1755045 好情緒空間整理術 種市勝覺著; 邱心柔譯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方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太雅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700 鱻啟新浪潮: 發展產業品牌策略,創造漁業市場優勢蘇文清, 黃健政, 李志勇作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400 中華民國高爾夫年鑑. 2016-18羅裕霖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677400 中華民國高爾夫年鑑. 2016-18羅裕霖總編輯 平裝 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7944 專題郵刊. 20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220 景觀. 2018-I 曾筱茹, 周子玉執行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608 馬術治療 王挽華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708 電影攝影. 第廿九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9789869612708 電影攝影. 第廿九期 陳武雄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53974 新南向市場贏家: 300家臺灣業者成功故事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6687 臺陽美展畫集. 第八十一屆 吳隆榮等編輯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中華高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0

專題集郵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4

全國漁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陽美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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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攝影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外貿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景觀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傷健策騎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9655 中華民國模糊理論及其應用會議論文集. 第二十五屆鄭錦聰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15936 學校建築與課程發展 康燕玉執行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8125 「嚼勁良好的」活動假牙: 無法咬嚼的假牙的初步修正調整河原英雄作; 顏三明等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061 The 8th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ject briefingeditor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平裝 1

9789869388078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gram brochureeditor the society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54665 水彩解密. 3, 名家創作的赤裸告白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3819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16第二十一回顏明道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323826 華風全國盆栽展. 2017第二十二回顏明道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9073 豐收中的省思: 改教五百週年紀年講座溫格爾(Timothy J. Wengert)作; 陳農瑞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95132 希臘羅馬名人傳 Plutarch著; 吳奚真譯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595149 陸費伯鴻先生年譜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156 西非農業地理 周簡文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163 阿拉伯產油國的真貌 竹內宏著; 宋念慈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170 胡元倓先生傳 黃中編著 再版 平裝 1

模糊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盆栽藝術全國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信義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學校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顎咬合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華書局



9789578595187 蒲留仙松齡先生年譜 劉階平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194 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 方聞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00 李鴻章遊俄紀事 王光祈譯 台四版 平裝 1

9789578595217 張之洞評傳 張秉鐸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24 張江陵新傳 唐新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31 最早的中國大航海家: 鄭和 江鴻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48 張伯苓先生傳 孫彥民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55 勞生自述 劉真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62 成吉思汗新傳 李則芬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279 三十三年落花夢 宮崎滔天著; 宋越倫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86 楊業父子忠勇事蹟考: 就史志談「楊家將」張遐民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293 師道 劉真編 九版 平裝 1

9789578595309 希臘羅馬名人傳 Plutarch著; 吳奚真譯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595316 詩經繹評 胡鈍俞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323 古文閒話 陸家驥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330 唐詩選譯 林如斯英譯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347 詩學指南 謝无量編 台六版 平裝 1

9789578595354 寧遠詩集 胡鈍俞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361 詞學指南 謝无量編 台五版 平裝 1

9789578595378 詞人詞事趣談 陸家驥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385 歷代詞話敘錄 王熙元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392 宋詞選粹述評 王宗樂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408 唐詩千首 胡鈍俞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415 稼軒詞編年箋註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台七版 平裝 1

9789578595422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439 宋詞三百首箋注 唐圭璋箋注 台二版 平裝 1

9789578595446 許渾詩校注 江聰平校注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453 宋四家詞選箋注 鄺利安箋注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460 韋端己詩校注 江聰平校注 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477 杜工部詩話集錦 魯質軒輯 台三版 平裝 1

9789578595484 近體詩發凡 張夢機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595491 論李杜詩 周紹賢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8595507 杜詩句法舉隅 朱任生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638 最新健美運動詳解 黃阿文著 增訂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40871 書藝傳承六人展 .5 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2

9789868940888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會員作品集. 9潘汪清花執行編輯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書法傳承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文景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93565 紀念家父: 朱鴻元將軍一生奮鬥史朱琴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9041 臺灣視障教育研討會. 2018年: 專業分享與用心認「視」博物館論文集林蔚荏, 劉祥筠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004 吳經國: 奧林匹克卅載 曾永福總編輯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0468 基礎生物力學 林德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6317 動漫江湖情深: 鄧有立與108位前輩好友的真情互動故事薛少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5462 教會的故事: 神學與歷史 傑拉德.布雷(Gerald Bray)著; 顧華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4978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 5000. 2018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第48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0932 你在媽媽肚子裡的樣子 瑪莉歇爾.馬提(Meritxell Marti)文; 澤維耶.薩羅莫(Xavier Salomo)圖; 艾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052 森林的祕密 林思辰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069 森林裡的小狐狸 史蒂芬妮.葛雷琴(Stephanie Graegin)圖文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奧林匹克之友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六景彩印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水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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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福音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徵信所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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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資通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640 護國丸: 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陳柏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516 健康科學院畢業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106學年度潘銘正、李國興主編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04297 我是一枝愛寫作的鉛筆: 一位老師和學生們的故事寫作世界山姆.史沃普(Sam Swope)著; 汪小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303 我就是這樣教作文: 沈老師的二十堂作文課沈惠芳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4904334 竹鳳凰 朱效文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4904365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2: 無字王國林滿秋撰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4904372 寫給兒童的文明史. 1: 奇妙的語言世界林滿秋撰文 二版 精裝 1

9789574904518 讀寫棒棒堂. 初階: 創意玩寫作林美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04570 圖畫書大解密 丹尼絲.I.馬圖卡(Denise I. Matulka)著; 王志庚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35477 全口義齒新境界: 義齒空間的恢復及中立區的新觀念與技巧本鄉英彰著; 王益暉, 本鄉英彰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035491 精萃牙科美學. 2012年 Silas Duarte, Jr.原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50047 自然牙與植體之審美軟組織處置Andre P. Saadoun原著; 陳兩壇譯 精裝 1

9789869250054 植牙手術之外科基本手技: 切線、縫合與其他技巧河奈裕正, 朝波惣一郎, 行木英生著; 陳兩壇譯精裝 1

9789869535304 以PreOrtho矯正牙齒排列&口呼吸: 體貼兒童的牙套型矯正裝置大塚淳監著; 田代芳之等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311 審美齒科技術與工藝的探究 小田中康裕編; 許平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5335 下顎全口義齒吸附技巧 阿部二郎監著; 岩城謙二, 須藤哲也, 小久保京子著; 沈恩銘, 林本信校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5500 文教與創意產業趨勢論壇論文集. 2018葉育菱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6806 李勇政2011-2017 李勇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月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木蘭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心靈工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日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文藻外語大學創藝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臺科大健康科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天衛文化



9789863571148 重讀佛洛伊德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 宋文里翻譯.評註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86 讀懂孩子 周鼎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193 愛與和解: 華人家庭的系統排列故事周鼎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71209 精微體療癒指南 辛蒂.戴爾(Cyndi Dale)作; 沈維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216 動勢，舞蹈治療新觀點 李宗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223 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 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瑪麗-露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著; 徐碧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247 源氏物語與日本人: 女性覺醒的故事河合隼雄著; 林暉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71254 童話中的女性: 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瑪麗-露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著; 黃璧惠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01081 逃離敘利亞 Samya Kullab, Jackie Roche著; 鄧伯宸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01142 孤獨的誘惑 瓊安.魏蘭-波斯頓(Joanne Wieland-Burston)著; 宋偉航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159 隱士 : 照見孤獨的神性 彼得.法朗士(Peter France)著; 梁永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01166 大師眼中的金錢: 財富的倫理 葉仁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290451 九九乘法 孫沐紅編著; 楊涵青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4293322 草莓的祕密 Applebee Books編輯部作; 金美善繪; 徐鳳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513 玻璃瓶塞的祕密(全彩注音版)琳蒂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3834 紅樓夢(典藏版) 曹雪芹, 高鶚原著; 胡汝章注釋.敘錄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293858 紅樓夢(典藏版) 曹雪芹, 高鶚原著; 胡汝章注釋.敘錄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293841 紅樓夢(典藏版) 曹雪芹, 高鶚原著; 胡汝章注釋.敘錄二版 精裝 中冊 1

9789864293872 新編兒童三十六孝 史瓊文, 黃雪姣編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293995 世一卓越英漢大辭典 江吟梓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008 我想要寵物 陳和凱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015 阿嬤的布禮物 洪佳如文; 劉貞秀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022 觸摸認知小百科: 生活用品 許麗萍作; 李涵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039 觸摸認知小百科: 野生動物 許麗萍作; 李涵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046 觸摸認知小百科: 交通工具 許麗萍作; 李涵硯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053 地底蔬菜立體書 卓瑋淨作; 陳志鴻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077 最新彩色國語大辭典 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4084 注音成語辭典 成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四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4294091 注音成語辭典 成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修訂四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4294114 安徒生童話 陳俐妤編著; 林柔瑧繪圖 二版 其他 1

9789864294138 中國聖經 李勉, 高美華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4138 中國聖經 李勉, 高美華編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294190 多用途漢英辭典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群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294220 高中升大學滿分國寫. 理性篇 林葳蔡恆專業國文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294237 高中升大學滿分國寫. 感性篇 林葳蔡恆專業國文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立緖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305 我並不孤單: 少年鍋餅的勇氣之旅李明足著; 許育榮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312 小雨的選擇 管家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4418 史記故事 司馬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49 西遊記 吳承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56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63 小人國和大人國 喬納森.斯威夫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70 快樂王子 奧斯卡.王爾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4487 愛麗絲夢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42017 病床日記 許書寧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024 不輸給雨 宮澤賢治文; 山村浩二圖; 亞瑟.比納德英譯; 林真美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42031 拉拉庫斯回憶: 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高英傑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2942048 台北慢步 水瓶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42055 一起讀、一起玩 周婉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389 兒科護理學 蔣立琦等編著 6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40172 星辰騎士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0189 星辰騎士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0196 星辰騎士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940349 天庭出版集團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940356 天庭出版集團 拉棉花糖的兔子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940370 心懷介弟 莫里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387 心懷介弟 莫里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400 你們男生打遊戲好厲害哦 易修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40417 妖怪書齋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431 妖怪書齋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424 妖怪書齋 弄清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玉山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永大

送存冊數共計：23

四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目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平心工作室



9789864940455 彩蛋遊戲 薄暮冰輪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940479 彩蛋遊戲 薄暮冰輪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40462 彩蛋遊戲 薄暮冰輪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807 臺灣國際書法彩墨畫聯展專輯.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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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0919554 中醫診斷學 馬建中作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561 守候.盼望: 一輩子的感動與依靠,有空,就回家。琦君等著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578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高樹藩編纂 臺三版 精裝 1

9789570919585 I閱讀. 純粹篇 正中書局主編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592 I閱讀. 雕塑篇 正中書局主編 臺初版 平裝 1

9789570919608 華語語音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語音學編輯委員會編纂臺三版 平裝 1

9789570919615 詞彙之旅 竺家寧作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639 華人社會與文化 方麗娜作 臺二版 平裝 1

9789570919646 雅舍小品(合訂本) 梁實秋作 第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539 子青詩作選: 夾娃娃機的異想世界魯子青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95909 我的渡假旅遊 林正國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702 薪傳畫會十週年慶2018作品集邱淑慧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385 綻藍: 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 107級劉玲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永正出版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薪傳畫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中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禾田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4

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北海大視傳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海大海空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82392 海峽兩岸職業教育與創業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2018年第二屆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空物流與行銷系作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87938 生命中非去不可的國度 施聖亭, 丁建中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8287914 臺北觀自在 李欣頻作 第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6285 給孩子的喜訊. 第三冊. 上, 課本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6292 給孩子的喜訊. 第三冊. 上, 教師手冊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113 給孩子的喜訊. 第六冊. 上, 課本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106 給孩子的喜訊. 第六冊. 上, 教師手冊梁熾才神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940 栗原晴美的療癒免揉麵包 栗原晴美著; J.J.CHIEN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957 暖足: 讓腳底不再冷冰冰，從此暖活，輕鬆防治51種身體的疑難雜症，擺脫病弱體質，迎接彩色人生吉田佳代著; 廖惠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964 世界危險景點 自由國民社編輯部著; 廖慧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971 酷老樂活 吳娟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7988 玩美渲染 娜涼姊姊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7995 吃巧克力控制糖尿病 栗原毅著; 婁愛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408 明治維新日本散策 牛奶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422 遠離長照人生的奇蹟抬腰術 鄭信義著; 廖慧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439 新手不敗!世界鍋料理: 露營、派對、聚會都營養美味的砂鍋食譜鄭景志, 孫唯辰著; 林美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446 百歲運動 羅永武著; 葛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453 睡前3分鐘足部按摩疲勞BYE!: 46種腳底點穴X刮痧X反射區按摩技巧,遠離到處痛的大小毛病出色文化編輯小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609 人生效率手冊 張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16 王明勇健康好煮義 王明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23 你是一切的答案 簡里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30 所以,一切都是童年的錯嗎? KnowYourself主創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47 經濟學是你最強的武器: 決戰全球化時代,一定要懂的大前研一未來經濟學大前研一作;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654 練喉嚨: 日本耳鼻喉名醫獨家傳授讓喉嚨返老還童的「喉嚨體操」 每天5分鐘,延命10年!西山耕一郎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出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平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左右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北總教區教理推廣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弘光科大藝術中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1844 悍圖素顏: 悍圖社素描/手稿/原模展施淑萍總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205 DPSL芳香植物科學實驗室. 1: 科學芳療的革命時代根本芳療DPSL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3264 小行人 停、看、聽 帕翠西亞.蓋絲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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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99129 可莉米的白色畫布 李賢珠圖.文; 賴毓芬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143 贏戰高峰: 職涯成功八大祕笈 黃智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50 築夢進行曲: 20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達人與您分享築夢箴言林裕峯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67 我的名字叫甜甜 朱勵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699198 胖胖熊呆萌大進擊: 生活日記 Lu'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198 胖胖熊呆萌大進擊: 生活日記 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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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699259 因為善良,所以綻放光芒: 在濁世惡苦的世界裡，破繭而出的40個處世智慧林有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59 因為善良,所以綻放光芒: 在濁世惡苦的世界裡，破繭而出的40個處世智慧林有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280 神啊!!請給我好孕吧: 求子助孕辛酸血涙大進擊耍花招圖.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10 基因天命: 人類設計中的全息密碼書,每個人都可以從愛中觀照,進入悉地境界理查.路得(Richard Rudd)作; Kammy Chung, Deeps Gwai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327 無聊的人生,死也不要!: 那些日劇教我們的72件事陳銘磻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99419 改變走路方式就可以年輕10歲能勢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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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912324 意象山水張振明油畫作品集. 2018張振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12324 意象山水張振明油畫作品集. 2018張振明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23766 失控的正向思考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 高紫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406 我的失序人生: 從礦工女兒、實驗室宅女到社運組織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 林家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10 簡樸的哲學:為什麼少就是多?埃默里斯.韋斯科特(Emrys Westacott)著; 葉品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34 便宜沒好藥?: 一段學名藥和當代醫療的糾葛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著; 林士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41 銀娜的旅程 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著; 馬佑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758 群的征服: 人的演化、人的本性、人的社會，如何讓人成為地球的主導力量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 鄧子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65 英格的孤島 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著; 馬佑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5727772 木蘭的外婆 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著; 馬佑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7789 菜市場政治學: 選舉專號 Vanessa等作;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群等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6723452 我在底層的生活: 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著; 林家瑄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7

巧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左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布克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305 讓你學摸魚、免拚命的幹勁心理學: 不靠蠻牛，找到自己的內在發電機中越裕史著; 戴偉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17 在進入潛意識夢境前,請問佛洛伊德: 讀懂佛洛伊德與《夢的解析》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24 在地球瀕臨滅絕時，還原達爾文。: 讀懂達爾文與《物種起源》楊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31 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 讀懂馬克思與《資本論》楊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359979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自己是對的?: 不知不覺掉入的101種慣性思考陷阱李南錫著;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9986 比八卦更重要的事: 大明星、歌手、網紅以及幫他們喬事的大律師陳鎮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409 就是想看下去!讓人掏心掏肺掏錢的必殺文案: 一句話賣出你的故事!!!連恩.雪弗特.畢夏普(Lane Shefter Bishop)著; 竇永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461 迎向溫柔生產之路: 母嬰合力，伴侶陪同，一起跳首慢舞諶淑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478 創意思考的祕密在聯想力: 點子源源不絕!歐洲最具未來競爭力的訓練課程朵特.尼爾森(Dorte Nielsen), 莎拉.瑟伯(Sarah Thurber)著; 劉名揚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50485 色彩的履歷書: 從科學到風俗, 75種令人神魂顛倒的色彩故事卡西亞.聖.克萊兒(Kassia St Clair)著; 蔡宜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918 為什麼我們的關係總是卡卡的?: 好感存款變信賴資產，個性不合照樣合拍!裘凱宇, 楊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925 讀畫搞懂世界經濟史: 22個主題,看見全球貿易是如何進化的?宋炳建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93970 人文學, 翻轉企業未來!: Google、Apple、Intel正在找的人才牟起龍著; 鄒宜姮, 謝麗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057 好聲音的科學: 領袖、歌手、演員、律師，為什麼他們的聲音能感動人心？尚.亞畢伯(Jean Abitbol)著; 張喬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088 小咖的優勢: 大變動時代精準成長的12大競爭策略手塚貞治著; 郭書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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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912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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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9789579121170 領導就要懂心理學: 職場領導的50堂必修課藤田耕司著; 郭書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194 活出你的天賦才華: 人類圖通道開啟獨一無二的人生喬宜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217 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 活著是為了說故事楊照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121255 美國海豹特種部隊教你災難求生密技100招: 如何在遇難時刻化險為夷、順利逃脫、保全性命克林.愛默森(Clint Emerson)著; 劉名揚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21279 身體語言,懂這些就夠了 裘凱宇, 楊嘉玲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001 淬鍊: 文字組合藝術衍生文創輝光余鑑昌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0594 日本常備菜教主無敵美味的簡單節約常備菜140道松本有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600 冷凍保存技巧與常備菜食譜169道松本有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210617 人氣RESSOURCES菓子工坊餅乾配方大公開！值得一做再做新田あゆ子作; 胡家齊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5953 保姆來嘍 史丹(Stan), 珍.貝安斯坦(Jan Berenstain)作; 林青穎翻譯初版 精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0

本事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永明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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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生命樹國際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55482 機電整合實習(含丙級機電整合學術科解析)曾偉智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076 3D列印綠能生活科技: 使用Tinkercad騏驥坊 張嘉宏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113 機電整合與物聯網-趣味小木屋: 使用Processing Java語言連宏城, 連珮晴, 連紹傑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199 機電整合與Arduino控制輕鬆學 : 使用iPOE A2積木四輪車賴鴻州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212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術科奪照寶典: 使用Solidworks衛亞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6236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會計學挑戰A+高分講義含解析陳惠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243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與外語群計算機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556250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邱佳椿, 林孟郁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267 升科大四技數學B跨越講義含解析本劉源禎(劉慎), 巫曉芸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274 升科大四技數學A跨越講義含解析本巫曉芸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281 丙級餐飲服務學術科通關寶典謝美美, 楊蕙娟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298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測量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鄭育祥, 黃文才, 李俊德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304 升科大四技數學B領先講義含解析本張宗睿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6328 升科大四技應用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林楓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335 升科大四技基本電學升學寶典含解析黃錦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342 藝同玩皮趣 李宛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359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工程力學、工程材料、測量實習、製圖實習)胡錦鳳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36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 機件原理 超越講義含解析鍾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373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 製圖實習升 學寶典含解析張文澤, 李光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380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 工程力學 升學寶典含解析鶴嘉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397 升科大四技土木與建築群 工程材料 升學寶典含解析張盛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403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歷屆試題 航太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6410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周達峰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6427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數位邏輯含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傑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434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跨越講義含解析蔡耀智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441 升科大四技電子學實習升學寶典江賢龍, 周玉崑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458 機構基礎含3D列印與3D繪圖 賴鴻州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556465 專題製作最佳祕笈: 商業與管理群適用林淑芬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6489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化工裝置篇升學寶典含解析劉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496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子概論與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李宗榮, 蔡文佳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6502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升學寶典含解析盧浩賢, 林家瑋, 戴麒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519 升科大四技資電類與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超越講義含解析黃慧容, 黃俊凱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526 升科大四技數學C領先講義含解析本林宸卲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533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飲料與調酒升學寶典含解析范之(土薰)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556540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力學領先講義含解析本孫明華, 賴育材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6557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製圖實習跨越講義柯雲龍著 8版 平裝 1

9789864556564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升學寶典含解析高登, 黃鈺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57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江元壽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6588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含機械基礎實習淡定高分王含解析林昂, 林欣編著 10版 平裝 1

9789864556595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專業一、二(餐旅概論、餐旅服務、飲料與調酒)歷屆試題含解析賴佳蕙, 何怡君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6601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造升學寶典江元壽著 12版 平裝 1

9789864556618 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B歷屆試題考前模擬考台科大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台科大圖書



9789864556625 升科大四技英文模擬與歷屆試題題卜書(Tips)含解析許雅惠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632 影音創作實務: 使用威力導演16簡良諭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6649 IoT物聯網初體驗: 使用WEBDUINO Blocky程式語言胡育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656 孩子的夢想機器人: 使用慧魚fishertechnik STEM及Robo Pre軟體打造智慧生活與家庭機器人宋德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663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專業二(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魏明堂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6670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電工概論與實習跨越講義含解析高敏聰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687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理及實習升學寶典含解析黃旺根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694 入門首選 HTML5與CSS3程式設計應用技巧附範例檔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6700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上, 緒論、餐飲、旅館篇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556717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 下, 旅行業、總結篇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72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蕭如妙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6731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英語類專業二(英文閱讀與寫作)歷屆試題含解析張玉英, 翁凱毅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556748 升科大四技工程與管理類基礎物理升學寶典含解析許信凱, 王賢軍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762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六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556755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六版 其他 上冊 1

9789864556779 升科大四技英文大考題卜書(Tips)含解析本附單字片語口袋書及單字實錄互動式教學MP3許雅惠編著 六版 其他 1

9789864556786 升科大四技機械群專業一、二歷屆試題含解析楊玉清, 郭靜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793 升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歷屆試題(專一應用力學、引擎原理及實習、專二電工概論與實習、電子概論與實習)含解析郭庭瑋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556809 達人必學Python無痛入門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6823 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歷屆試題考前模擬考: 國文、英文、數學C台科大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6830 國文雙面進擊含綜合測驗與寫作測驗附解析本盧韋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847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庭教育升學寶典含解析林佳蓉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861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生活應用類色彩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詹升興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885 升科大四技數學B最佳方略含解析本林燕玲, 簡美智, 陳彥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892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家政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呂巧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908 升科大四技外語群日語類日文閱讀與翻譯パワーノートPower Note 含解析図書之介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556915 升科大四技家政群幼保類幼兒教保概論與實務升學寶典含解析蘇淑慧, 韓京倫, 張秀娟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922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衛生與護理類基礎生物升學寶典含解析呂春森, 呂宜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939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工機械升學寶典含解析黃銘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946 升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陳新安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953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下, 旅館篇劉君慧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6960 升科大四技國文高分必勝訣竅含解析本王厚傑, 李郁華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6977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劉君慧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6984 升科大四技餐旅群餐旅服務升學寶典. 上, 餐廳篇劉君慧編著 七版 其他 1

9789864556991 寓教於樂: 知識主題桌上遊戲設計侯惠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004 升科大四技共同科目國文、英文、數學A歷屆試題考前模擬考台科大編委會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7011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 II奪寶高分王含解析黃傑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557028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子學含實習. I奪寶高分王含解析黃傑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864557035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基本電學實習突破寶典含解析郭塗註, 黃錦華編著 8版 平裝 1

9789864557042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突破寶典含解析黃錦華, 郭塗註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4557059 升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基本電學淡定高分王含解析蕭文章編著 7版 平裝 1

9789864557066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化工原理: 基礎化工篇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 王丹雲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073 升科大四技商管群、外語群、資電類、工管類計算機概論跨越講義含解析致勝研究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080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普通化學含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09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科(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考前秘笈蘇文雄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103 升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與分析化學實驗升學寶典含解析蔡永昌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127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學寶典含解析曾清旗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134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學寶典含解析胡秝羚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7141 升科大四技設計群色彩原理升學寶典含解析耿立虎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557158 Tello空拍機入門含影片拍攝後製與Scratch程式設計連宏城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7165 用micro:bit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王麗君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7172 專題式專業服務學習之實踐與成效楊子青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189 程小奔Cody Rocky的mBlock 5積木程式趣體驗 : 融合STEAM與人工智慧AI及物聯網IoT王麗君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196 機械材料 江元壽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57202 人人必學電子商務實務 勁樺科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219 專題製作SOP最佳秘笈: 商業與管理群適用林淑芬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557257 輕鬆開發手機App點餐系統: 使用App Inventor 2結合Google表單李春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57271 Arduino微電腦應用實習 施士文編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4557288 Minecraft教育版: 玩積木程式學邏輯: 使用MakeCode:Blocks柚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57295 丙級國貿業務術科通關寶典 謝沄芸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557356 新時代運動: 電子競技概論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9909 小木偶: 皮諾丘 Tiago Americo插畫 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8002 我的小小音樂世界: 有趣的動物狂歡節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 李旻諭譯精裝 1

9789869598019 我的小小音樂世界: 古典音樂陪我說晚安艾蜜莉.柯列作; 瑟薇琳.葛提耶繪; 李旻諭譯精裝 1

9789869598026 顏色colours 帕拉.漢娜可娃作; 茱莉葉.克斯特繪; 禾流編輯團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8033 數字numbers 帕拉.漢娜可娃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平裝 1

9789869598040 Shapes形狀 帕拉.漢娜可娃作; 茱莉葉.克斯特繪; 禾流編輯團隊譯精裝 1

9789869598057 Opposites對比 帕拉.漢娜可娃作; 禾流編輯團隊譯 平裝 1

9789869598064 趣味歷史翻翻書 Eva Oburkova文; Alexandra Hetmerova繪; 陳靜譯精裝 全套 1

9789869598088 猜一猜,我喜歡吃什麼? Stéphanie Babin作; Kiko畫; Nien Ting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98095 小小音樂盒: 我的樂器在哪裡?Charlotte Ameling插畫; 李旻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5904 小小音樂盒: 我的夢幻芭蕾舞曲Natacha Godeau作; Christelle Galloux插畫; 李旻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45935 黏土好好玩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869645942 趕走生氣蟲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869645959 感冒不害怕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869645966 黑暗不可怕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869645973 跌倒沒關係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869645980 尊重小動物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869645997 走失怎麼辦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25 是什麼聲音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32 哈囉小雞雞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49 刷牙好好玩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56 我還不想睡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63 我會穿衣服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103

禾流文創



9789578930070 我最愛媽媽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87 我最愛爸爸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094 我好愛爺爺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100 我好愛奶奶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117 我不怕打針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124 吃飯真開心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131 下雨真有趣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148 一起來畫畫 松卡文; 孟空.頑燦圖 精裝 1

9789578930162 我做到了,我可以勇敢去上學! 禾流編輯團隊主編, 翻譯 精裝 1

9789578930179 我做到了,我可以學會守規矩! 禾流編輯團隊主編, 翻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5094 卑賤的中國人 余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27 混世魔王毛澤東: 劉曉波文集. 第四卷劉曉波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65 淡水文化地景重構與博物館的誕生殷寶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72 時間小史 陳詠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0089 蒂瑪小姐咖啡館: 咖啡館裡的六堂公民課蒂瑪小姐咖啡館小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805 創意台灣話. 2 王秋華編著 第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5347 台商經貿投資白皮書-越南篇. 2017許玉林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05354 The white book for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in Vietnam. 2017chief editor Yu-Lin Hsu 平裝 1

9789868805361 台商經貿投資白皮書-泰國篇. 2017劉樹添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8805378 The white book for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in Thailand. 2017chief editor Shu-Tien Li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605693 監本詩經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723 雙燕館詩鈔 周春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605730 加批袁了凡王鳳洲先生綱鑑合纂王鳳洲, 袁了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55397 精算你的心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主流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南市香光功德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禾馬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世界



9789863355403 喵小姐的偷窺 林雪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410 貴妻不下堂 艾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427 溫柔半兩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434 溫柔半兩 黑潔明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5441 小溫粥的暖愛時光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355458 小溫粥的暖愛時光 蔡小雀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355465 睡了就是妳的 金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472 拐個貓奴男朋友 安祖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55489 痴兒暴君 喬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568 森萃: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科技組107級畢業成果發表專刊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605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十五期 呂立德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537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9551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07級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作初版 平裝 2

9789865689582 宇漾: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二技畢業創作集. 107級黃莉涵等作 初版 精裝 2

9789865689599 來吧!和數學握握手 黃玉幸文; 郭玟彤, 蘇怡君圖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54554 勞資爭議處理與預防實務 黃才昱等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561 監獄真相大揭露: 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李永然, 黃隆豐, 李雯馨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578 勞動基準法解釋令.判決彙編 周昌湘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4854585 宗教自由的保障與宗教團體的法制化: 從訂定宗教基本法談起釋法藏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854592 存證信函必學範本 林國泰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4854608 房地合一稅申報.節稅規劃一手掌握黃振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54615 公寓大廈公設點移交實務 徐源德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4854622 別讓權利稅著了: 簡單讀懂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李永然等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通識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修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正修科大妝彩系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正修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永然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83073 一個中國主編寫的英文社論 孫瑞芹著; 張堅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3790 十七歲的少女情詩書 吟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56 七日瑜珈斷食法 孫一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70 說夢 日輪金剛上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487 讓故事活起來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86531 今天下午,咱們說相聲 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55 寫作易經之上卷: 乘著寫作的翅膀飛翔淳于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586 下永恆運行 改朝換代的人生: 新地球人文主義星空穩編著 初版 平裝 4

9789863586593 初雪 林美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09 當我還是人的時候 墨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16 書房浥浥: 從李二曲到唐德剛 采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6647 共生與分炊: 合中有分,分不離合劉奕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678 GuXiaojunist Philosophy GU XIAOJUN[作] 平裝 1

9789863586715 氣動與電動控制閥解析及應用徐益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296 法界論 法界遊子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6777 模樣: 林暐哲詩集 林暐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07 有笑到: 論當代親子關係 天音播客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38 色道 林燕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45 斗數手札 斗數老饕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86852 街道上的蹤跡: 一段浪浪愛與陪伴的點滴回憶胡玉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69 被遺忘的埃及. II: 那法媞媞 Ruowen Hu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76 被遺忘的埃及. III: 阿卡那騰 Ruowen Hu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83 馬偕在淡蘭古道: 頂雙溪、新社與宣教之路吳永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890 如果你也覺得悲傷是好的 陳品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13 我從人間煉獄爬回來 史顓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06 大學之道 張俊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20 台海狂想曲 施純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37 愛在靈魂最深處: 前世今生的心理師陳瀅妃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44 The textu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radclyffe hall's the well of lonelinessauthors Chih-Hui Fang, He-Chiun Liou 平裝 1

9789863586951 可泉修行筆記 許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82 紅樓夢 吳星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6999 終極控精術 桑摩雷波葛斯(Somraj Pokras)著;江瑞龍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587026 優雅台文與心經: 兩種極致之美蕭義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040 理財不完美之完美追求 林宏儒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87057 街道、豆子、月亮 Autumn enfant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587101 來去之間(簡體字版) 葉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87149 前往曼徹斯特的高速列車: 英國留學隨筆邱奕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8

白象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41

民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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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83053 我的菩提路. 第四輯 陳晏平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807 涅槃 平實導師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54814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輯 平實導師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4814 法華經講義. 第二十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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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45209 參加2012年第7屆亞洲錦標賽男子軟式網球項目雙打金牌競賽實務技術報告方同賢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60199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五屆: 文學性與音樂性蔡芳定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6060274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七屆: 文學與文化世新大學中文系主編 其他 2

9789866060359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屆: 古典與現代的承傳張雲媃總編輯 初版 其他 2

9789578462861 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 從風騷到戲曲郭鶴鳴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794017 ALICE MISA心夢繪本 張堂毅作; 林彥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48 婚禮主題佈置幸福小物 張巧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55 最出色金屬線手編飾品 阮泳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62 雜貨風綠手指玩植物 沈宜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79 綵結.瓔珞雅集 廖淑華, 周雅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7794086 EAGLE摺紙. 2 蘇卓英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91124 兔子阿姨露營記 陳素宜文; 顏銘儀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55 閱讀教學新思維: 教出聽說讀寫力花梅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62 青春關不住 廖玉蕙, 林芳妃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79 每週來點正能量: 52招跨越生活障礙溫小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86 愛的傳奇: 世界文學名作選 張子樟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193 屋頂上的貓: 素養導向國語文評量設計實務許育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09 繪本小學堂: 與0-6歲孩子一起悅讀葉嘉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91216 換身 梅根.蕭爾(Megan Shull)著; 柯清心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正隆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幼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世新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民聖文化



9789864491230 寫作的美學與技藝 林黛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87298 氣味情緒 陳美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04 太太先生之不管神隊友還是豬隊友,你就是我一輩子的牽手!馬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11 和日本文豪一起尋貓去: 山貓先生、流浪貓、彩虹貓、賊痞子貓......柳田國男等著; 林佩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28 心靈過敏 紀雲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35 素描初繪: 零基礎也可以輕鬆學素描彭泰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42 東京小日子 妙妙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59 貓，請多指教 春花媽, Jozy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8587366 貓，請多指教 春花媽, Jozy作 初版 平裝 2

9789578587373 餐飲大師的管理學 鄔智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587380 貓,請多指教 春花媽, Jo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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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23612 紅天機 廷銀闕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23636 不認輸的骨氣: 從偏鄉到紐約,一個屏東女孩勇闖世界的逆境哲學江孟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643 I am NANA 歐陽娜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650 HALO!莎莎的甜點小宇宙 莎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942 日本與台灣的風景畫: 藤井小百合紀念畫冊藤井克之, 藤井小百合紀念畫展執行委員會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607 (鯽仔魚欲娶某)音樂故事書 簡上仁作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436073 小雞妙妙的歡樂世界. 隱形老爸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080 小雞妙妙的歡樂世界. 最愛是你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097 小雞妙妙的歡樂世界. 勇敢超人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103 小雞妙妙的歡樂世界. 最棒的我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110 小雞妙妙的歡樂世界. 只要我長大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127 小雞妙妙的歡樂世界. 我們是朋友嗎?甘薇作; 鐵皮人科技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141 過年 艾德娜作; 吳嘉鴻繪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2

平裝本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田園城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四塊玉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田園樂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幼福文化



9789862436165 悟空遇見賽先生: 1分鐘搞懂的生活酷科學趙國享文; 羅日渶, 徐奎錫圖; 李欣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202 妖怪手錶: 益智視覺挑戰賽-喀啦喀啦碰日本小校學館原著; 臺灣小校學館製作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219 我的5分鐘故事集:啟發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226 我的5分鐘故事集:趣味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233 我的5分鐘故事集:溫馨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240 我的5分鐘故事集:快樂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257 簡筆畫: 創意塗鴉簡筆畫昆蟲探險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264 簡筆畫: 創意塗鴉簡筆畫酷炫鳥類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271 簡筆畫: 創意塗鴉簡筆畫海洋世界幼福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288 萬聖節 艾德娜作; Kampanart Sangsor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295 妖怪手錶: 益智100問 我是湯姆喵喵嗚日本小學館原著; 台灣小學館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301 妖怪手錶: 妖怪大圖鑑: 美利堅妖怪大集合!日本小學館原著; 台灣小學館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318 我的5分鐘故事集: 聰明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325 我的5分鐘故事集: 寓言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332 我的5分鐘故事集: 品格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349 我的5分鐘故事集: 禮貌小故事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356 聖誕節 艾德娜作; 高淑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363 恐龍王: 暴龍雷克斯世紀大決戰Soncop studio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370 創意積木: 動物世界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比工作室, 張睿, 陳群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387 5步驟就完成，成功率100%！ : 1日10分の小小孩圖畫本進階篇秋山風三郎作; 林郁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394 5步驟就完成，成功率100%！ : 1日10分の小小孩圖畫本入門篇秋山風三郎作; 林郁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400 創意積木: 交通工具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比工作室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417 恐龍王: 戟龍足球戰鬥賽 Soncop studio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424 十二生肖 艾德娜作; 吳楚璿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431 恐龍最強王圖鑑 實吉達郎監修; 松原由幸, 平井敏明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455 動物最強王圖鑑 實吉達郎監修; 平井敏明繪;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462 我的妖怪好朋友-趣味摺紙書 : 妖怪手錶日本小學館原著; 台灣小學館製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479 恐龍王: 翼龍族的空中之戰 Soncop studio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486 創意積木: 神秘恐龍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比工作室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493 恐龍王: 滑齒龍海洋爭奪戰 Soncop studio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509 清明節 艾德娜作; 高淑蓉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16 創意積木: 昆蟲王國小百科 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比工作室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23 我帶米粒去旅行 袋鼠媽媽童書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30 我的頭腦最強大 袋鼠媽媽童書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47 媽媽,我從哪裡來 袋鼠媽媽童書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54 我的牙齒在搖晃 袋鼠媽媽童書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61 快樂唱讀趣: 三字經 幼福文化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578 母親節 艾德娜作; Kampanart Sangsor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85 創意積木: 全方位功能車小百科幼福編輯部編著; 小比工作室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436592 滅絕動物最強王圖鑑 實吉達郎監修; 平井敏明繪;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436608 快樂唱讀趣: 弟子規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9789862436615 快樂唱讀趣: 唸唐詩 幼福編輯部編; 彼岸童書繪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9

送存冊數共計：4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513 想紅 阿樂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205 正德五年 林世榮, 程彥智撰稿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1212 入古出心: 姜義才水墨畫作精粹姜義才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100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595148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595155 善終 玖拾陸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9595179 將門金枝 面北眉南著; 雨沫上青繪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595186 太子妃花事記 玉胡蘆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9595193 太子妃花事記 玉胡蘆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9635103 太子妃花事記 玉胡蘆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9635110 太子妃花事記 玉胡蘆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21728 金山御製梁皇寶懺 修訂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207 玄濤書會三十周年聯展作品集段亭安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005 彩虹慶典 邱艷翎文; 郭莉蓁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6616 大提琴每日一練 C. Paul Herfurth原著; 陳俐亨翻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16623 大提琴每日一練 C. Paul Herfurth原著; 陳俐亨翻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216647 中提琴每日一練 C. Paul Herfurth原著; 巫明俐翻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216654 中提琴每日一練 C. Paul Herfurth原著; 巫明俐翻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可橙文化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世樺國際

可澄音樂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正德國際藝術拍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古韻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玄濤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必應創造



9789869216661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技巧. 1A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678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技巧教本. 1B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685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樂理. 1A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6692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樂理教本. 2A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908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鋼琴教本. 1A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8915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鋼琴教本. 2A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8922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鋼琴教本. 1B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8939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視奏. 1A Carol Matz, Victoria McArtbu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946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視奏. 2A Carol Matz, Victoria McArthu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953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視奏. 1B Carol Matz, Victoria McArtbu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960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視奏. 2B Carol Matz, Victoria McArthur原著;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8977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表演. 1A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8984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表演. 1B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8991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表演. 2A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09103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樂理. 1B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110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經典大師作品集Gayle Kowalcbyk, E. L. Lancaste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第3冊 1

9789869309127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經典大師作品集Gayle Kowalcbyk, E. L. Lancaste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309134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經典大師作品集Gayle Kowalcbyk, E. L. Lancaste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309141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經典大師作品集Gayle Kowalcbyk, E. L. Lancaster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309158 中音薩克斯風每日一練 Ned Bennett原著; 邱志強, 王裕文翻譯 其他 1

9789869309165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技巧. 2A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172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四手聯彈. 1BGayle Kowalcbyk, E. L. Lancaster原著; Flora Cbiang, 鄔汝蕙翻譯平裝 1

9789869309189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四手聯彈. 2AGayle Kowalchyk, E. L. Lancast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09196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四手聯彈. 2BGayle Kowalchyk, E. L. Lancast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04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四手聯彈. 3Gayle Kowalchyk, E. L. Lancast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11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四手聯彈. 4Gayle Kowalchyk, E. L. Lancast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28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爵士、散拍&藍調. 1AMartha Mi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35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爵士、散拍&藍調. 1BMartha Mi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42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爵士、散拍&藍調. 2AMartha Mi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59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爵士、散拍&藍調. 2BMartha Mi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66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爵士、散拍&藍調. 3Martha Mi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73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鋼琴教本. 2B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47280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爵士、散拍&藍調. 4Martha Mier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47297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樂理. 2B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400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表演. 2B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4417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技巧. 2B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Flora Chiang,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424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表演. 3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麥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4431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鋼琴教本. 3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4448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鋼琴教本. 4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4455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表演. 4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354462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樂理. 3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479 卓越鋼琴教程系列: 技巧. 3 Dennis Alexander等原著; 馬邁克(Mark Manno), 鄔汝蕙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54486 貝拉的音感鐘 陳怡均著; 藺恩, 昀彤, 禹瑄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307 台灣口琴樂團合奏曲集. 一 廖訓禎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381983 別碰我的書 菲比.聖地亞戈作.繪; 黃筱茵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41 富蘭克林的飛天書店 珍.坎貝爾作; 凱蒂.哈爾尼特繪;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58 藍色海豚島 司卡特.歐德爾(Scott O'Dell)著; 傅定邦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382065 艾飛不見了 緹拉.黑德爾(Thyre Heder)作、繪; 柯倩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72 淹水了 安娜.阿芭莉絲歐.卡達菈(Anna Aparicio Catala)作、繪; 鍾莉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089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Mark Twain)原著; 王夢梅改寫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096 動物園的一星期 齊藤洋作;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102 孤雛淚 查理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原著; 劉水秀改寫; 蔡豫寧內文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119 羅蘋的大冒險 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126 薩瓦納草原的一天 齊藤洋作者; 高畠純繪; 李慧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133 小公主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Frances Eliza Hodgson Burnett)原著; 黃得時改寫; 蔡豫寧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140 野貓軍團愛吃冰 工藤紀子作.繪; 黃惠綺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157 馴獸師湯姆 堤吉比.費爾德肯卜作; 菲利浦.赫普曼繪; 謝靜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164 屁屁工廠 茂利勝彦作.繪; 邱瓊慧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171 呱呱奧運會 大原悅子作; 古川裕子繪; 陳瀅如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188 孤女努力記 耶克特.馬洛(Hector Malot)原著; 王夢梅改寫; 蔡豫寧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3382195 小老鼠別鬧了! 粘忘凡作; 孫心瑜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3382225 教室裡有鬼: 討厭鬼,真討厭? 李光福作; 王秋香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7762 台灣宗教GPS. 2 張家麟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0301 讓牠活下去: 台灣收容所「零撲殺」紀實田智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801 美哉 看西街教會: 宣教152週年設教百週年紀念鄧瑪麗等執行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東方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8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送存冊數共計：47

台灣口琴藝術促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動督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基督長老看西街教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100 啟蒙經典讀本 溫金海, 周嘉勳編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405 悅樂樂 音樂性的重要: 華德福音樂課程的發展與實踐欣希雅.佛朗吉羅(Cynthea A. Frongillo)作; 李靜宜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926 228之後祖國在哪裡?: 白色恐怖倖存者 六龜客家人吳聲潤的故事吳聲潤自撰.受訪; 曹欽榮採訪.整理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6206 漂泊的聲音: 關注移工劇場計畫賴淑雅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900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health sciences: a revisit in Asia Pacific Academic Contexteditor-in-chief Ming-Been Lee 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356 進擊的日本地方刊物 影山裕樹作;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363 中川政七商店的品牌打造術: 看一家小店如何讓日本企業競相膜拜中川淳作; 劉向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2370 如何謀殺一座城市: 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彼得.莫斯科威茨(Peter Moskowitz)作; 吳比娜, 賴彥如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5367 編者的話 馬哲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74 景注老子: 老子思想的體系化 景鴻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81 水污染防治原理與實務 溫清光, 張智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398 管理薪傳: 教研生涯回顧集 潘浙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35404 台湾の北京語 黃英甫、傳田晴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803 Morgan O'Hara摩根.歐哈拉: 生命移轉: 台灣觀察創作摩根.歐哈拉(Morgan O'Hara)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游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華德福教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成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行人文化實驗室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467 臺院訓錄(丁酉). 卷二九 至聖先師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498 臺院訓錄(丙子). 卷八 至聖先師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04 臺院訓錄(丁丑). 卷九 至聖先師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11 臺院訓錄(甲戌). 卷六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28 臺院訓錄(乙亥). 卷七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35 臺院訓錄(壬申). 卷四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42 臺院訓錄(癸酉). 卷五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59 修坐須知(日文版) 至聖先天老祖, 臺灣總主院, 日本岐阜道院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66 臺院訓錄(戊辰己巳). 卷一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73 臺院訓錄(庚午). 卷二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780 臺院訓錄(辛未). 卷三 至聖先天老祖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62138 神秘藏寶圖 鄧立平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7462145 偉大的願望 鄧立平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3861 少爺 夏目漱石著; 劉振瀛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8021 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秦漢趣史牛敬飛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045 心的十四堂課 奧修(Osho)作; 蔡孟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8052 主廚養成聖經: 米其林主廚的190堂圖解料理課亞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著; 蘇威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8069 新加坡之夢: 及一段漫漫東方行旅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著; 張芸, 孟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076 印度，探想: 隨筆及短篇小說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作; 張芸, 孟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8083 斜陽 太宰治著; 張嘉林譯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5927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題庫陳思緯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859289 社會工作小辭典 陳思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296 社會工作(含概要)搶分題庫 陳思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8859302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齊得勝, 林沛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859319 領隊導遊實務. 一, 必考重點+題庫李承峻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326 領隊導遊實務. 二, 必考重點+題庫李承峻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340 土地稅攻略本 甄慧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578859357 觀光資源概要必考重點+題庫 李承峻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859364 領隊導遊英語速戰攻略 黃惠政著 十版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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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多元智慧科技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自由之丘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考用



9789578859371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小辭典 陳思緯作 二版 平裝 1

9789578859388 導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395 導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578859401 領隊人員 張萍如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578859418 領隊人員別冊 張萍如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767 東方妖異錄.聊齋誌異 (清)蒲松齡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74 每日一漢字 張鼎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798 圖解周公解夢1000問 春之霖, 于小刀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906 漢方大寶 : 800種青草藥彩色圖鑑李岡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5913 大唐精選.唐詩三百首 蘅塘退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5705 民間信仰的在臺發展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鄧文龍整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4619 HYGGE!丹麥一年: 我的快樂調查報告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 羅亞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7334 花園的祕密語言: 彼得.渥雷本的自然觀察筆記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著; 陳怡欣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857 文化/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作品集. 2018簡紹琦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9592857 文化/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作品集. 2018簡紹琦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65121 改變人生的最強呼吸法!: 連氣喘都能改善，還能順帶瘦身派屈克.麥基翁(Patrick Mckeown)著; 蔡孟儒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38 一開口撩人又聊心: 被異性喜歡,被同性肯定,不冷場、不辭窮、不尷尬、不被句點的人際互動課陳家維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52 在網上讓「女性」搶購: 創造28倍回購率的文案設計原則谷本理惠子作; 卓文怡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69 小心!脊椎側彎的警訊: 留德治療師寫給60萬人的自我檢測與矯正法李容霆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65183 40歲起,保持最佳狀態 : 打造不疲累的身體和不屈服的心葛西紀明著; 呂雅昕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地平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宇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西北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安平開臺天后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如何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因材施教教育



9789869659109 神棋小石頭圍棋入門教材 張曉茵, 姜鴻逸, 張懷一創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59116 神棋小石頭圍棋入門教材 張曉茵, 姜鴻逸, 張懷一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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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26761 對於自己,你還是個陌生人 大將軍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15681 真真假假大集合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é),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m)圖; 殷麗君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6215735 山姆和瓦森: 我有自信 吉斯蘭.杜利耶文; 貝虹潔.德拉伯特; 李毓真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742 山姆和瓦森: 生命的四季 吉斯蘭.杜利耶文; 貝虹潔.德拉伯特圖; 李旻諭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215766 吱吱嘎嘎猜拳大對決 大森裕子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170 當摯愛遠逝: 走過悲傷的每日沉思瑪莎.惠特摩爾.希克曼(Martha Whitmore Hickman)著; 葛窈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87 蔬菜美味的秘密: 從蔬菜生長的科學,告訴你如何選好吃的蔬菜,自家種好吃的蔬菜岡本順孝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194 行為科學的魔法: 52個技巧,鍛鍊更厲害的自己!石田淳著; 何信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816 斷食全書: 透過間歇性斷食、隔天斷食、長時間斷食,讓身體獲得療癒傑森.馮(Jason Fung), 吉米.摩爾(Jimmy Moore)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830 吞嚥力: 讓你遠離體力衰退、免疫力下降、意外窒息與吸入性肺炎浦長瀬昌宏著; 陳光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847 從帝國興衰了解世界史 関真興監修;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885 打破大腦偽科學: 右腦不會比左腦更有創意,男生的方向感也不會比女生好漢寧.貝克(Hennig Beck)著; 顏徽玲, 林敏雅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014 德國骨子裡的氣質:搞懂德國人在想什麼，我學會簡單生活、深度思考，就算慢慢來結果也很好!洪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021 賺錢的紅利: 趨勢不是未來，而是「有人已身處其中，你還匪夷所思」。掌握四種趨勢紅利，對手還沒領悟你已搶先劉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5935 精準腫瘤學 李英雄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581 快樂靈媒: 來自「另一邊」的生命課程&啟動你的心靈能力金.羅素(Kim Russo)作; 張志華, 舒靈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如果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任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好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奇巴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百昌生物醫藥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宙花園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504 用點滴全面抗老化 柳澤厚生作; Mira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109 飛天人間 李憶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123 陪伴: 總統教育獎推手陳蔚綺的愛與教育陳蔚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4112 沒有遺憾的幸福 范益隆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255 雅各書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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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369398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1, 動物篇許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25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2, 戰爭與刑罰篇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86156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3, 日常生活篇. I, 食與衣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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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8909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5, 器物製造篇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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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9835 候鳥 梅芯.托提耶(Maxine Trottier)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圖; 辛佳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9842 少女心事解碼: 青春期不再難搞!給家長的準備之書: 陪伴孩子迎向身心發展七階段麗莎.達摩爾(Lisa Damour)著; 沈聿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859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 第四集, 十二扇窗劉旭恭等合著; 林雅萍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866 露西實驗室. 1, 瘋狂科學粉 蜜雪兒.胡慈作; 伊麗莎白.澤蔻兒繪; 周宜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873 路易。青春。練習曲 芬妮.布莉特(Fanny Britt)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圖; 周伶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9880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甲骨文簡易字典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880 字字有來頭 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 甲骨文簡易字典許進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897 蜜蜂 克絲汀.霍爾(Kirsten Hall)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4409 露西實驗室. 2, 固體、液體-猜猜看,氣體在哪裡?蜜雪兒.胡慈作; 伊麗莎白.澤蔻兒繪; 周宜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416 國寫一點靈: 名師解題x獨家分析27篇學測國寫六等第實戰試卷謝佩芬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423 跟德國爸爸輕鬆學: 從33個親子互動妙招,學習陪伴的教養拉爾夫.凱斯帕(Ralph Caspers), 烏爾里希.霍夫曼(Ulrich Hoffmann)作; 賴雅靜, 黃秀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430 爺爺的花園 艾莉絲.方特內(Élise Fontenaille)文; 維奧來塔.羅培茲(Violeta Lópiz)圖; 周伶芝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4447 美國讀寫教育改革教我們的六件事: 找回被忽略的R-wRiting爛作文?這不是學生個別的困境,而是國家需要面對的教育課題!曾多聞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竹風彩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米迦勒傳播

米拉雲先進技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有故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字畝文化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18

送存冊數共計：19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81885 精實醫院: 提升醫療品質、病人安全與員工素質Mark Graban原著; 鄭紹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892 生物統計學 吳水丕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3681908 末期疾病疼痛評估與處置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15 精神科口袋書:臨床隨身手冊 Darlene Pedersen原著; 胡宗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22 外科口袋書: 手術室人員必備隨身手冊Susan D. Sheets原著; 胡永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39 安寧緩和醫學概論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46 DSM-5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原著; 徐翊健等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1953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5年李家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60 驗光師國考Winner: 眼疾病學 合記圖書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77 牙體技術師試題詳解. 2016年 王嘉慶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1984 游離輻射防護導論 張寶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1991 如何撰寫病患與客戶病歷: 教你寫出物理治療文件的準確性Ginge Kettenbach, Sarah L. Schlomer原著; 徐中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004 生技化粧品學 蘇歆惠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682028 醫事放射師國考試題詳解. 2016年李家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042 動作解剖學: 人體姿勢分析及技巧解說Blandine Calais-Germain原著; 余南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059 復健醫學 洪章仁, 賴金鑫, 王亭貴總編輯 二版 精裝 1

9789863682080 口腔照護學: 臨床四手操作技巧麻健豐, 潘乙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82097 支氣管內視鏡超音波圖譜及操作指引涂智彥等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3682103 臨床藥理學暨治療實務 唐正乾, 唐瑞吟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468613 分辨神類 光啟編輯室編 再版 平裝 1

9789575468828 在世界祭台上的彌撒 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著; 梅謙立, 王海燕譯注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835 走向成熟門徒之路 任安道(Antoine R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842 與牟敦一起祈禱15天 高齊耶(Dom André Gozier)著; 張令憙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468873 探究大公會議的寶藏 諾曼.坦納(Norman P. Tanner)著; 張紫蘭譯 平裝 1

9789575468897 靜默中的隱修院: 發現熙篤會靈修中的恩賜卡爾.麥柯曼(Carl McColman)著; 譚璧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263 自我介紹的技術: 讓內向、害羞、沒自信都變成優點!?18秒,3句話,輕鬆打造自己的「賣點」,讓每個人都喜歡我橫川裕之作;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1628 鯊魚經濟學: 偷偷潛到你身邊、咬一口,如果好吃就全部吃掉。學鯊魚,可以讓你擊敗對手,成為市場領先者!史提夫.安吉瑟斯作; 葉婉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6789 美好生活的練習題 羅塔.賽維特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15 過度飲食心理學 基瑪.卡吉兒(Kima Cargill)著; 吳宜蓁, 林麗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22 被討厭的女兒 橫山真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46 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53 死刑肯定論 森炎著; 詹慕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60 馬賊的滿州 澁谷由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277 點子變現術 安達元一著; 藤本貴之監修; 林雯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光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光現

合記



9789869620291 最強CAPD法則: 14天行動計畫,徹底改變工作效率金川顯教著; 楊毓瑩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8028 Message in a bottle text.illustration Stephanie Cheung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713 你不必和每個人都合拍: 在人際相處中保持「剛剛好」的距離，安心作自己水島廣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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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8406 金剛科儀寶卷講話 朱文科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00559 虛雲和尚傳奇 張家成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696 聖壇之火: 一趟靈性的真誠之旅亞瑟.本森著; 王少凱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02 OH卡與心靈療癒 楊力虹, 張航, 王小紅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19 觀測心中的太空 索達吉堪布主編; 智悲翻譯中心翻譯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40 工作無小事: 職場達人義利權慾大戰的生存之道艾米米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57 那些不完美的,才是人生 劉泗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71 社長筆記: 我在扶輪社擔任社長的日子朱福民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0795 中國戲曲文化常識問答 陳錦紅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801 中國民俗節日文化常識問答 汪靜茹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818 中國佛教文化常識問答 熊明通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825 中國禪修文化常識問答 黃聰穎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832 中國道教文化常識問答 郭帥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931 中國古代建築文化常識問答 郭帥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0955 中國傳統兵器文化常識問答 張瓊元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901020 幽默無需理由: 108個化解困境 提高情商的智慧龍逸文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44 賺錢靠智慧: 統合金錢與智慧的猶太商法孫浩偉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051 善謀.善斷.善做: 李嘉誠商戰決勝密碼劉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105 成交 你準備好了嗎: 推銷之神原一平的成功智慧李津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04 雜阿含經選集 (宋)三藏求那跋陀羅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80 懷柔管教: 好孩子是這樣教育的雅各布.阿博特著; 佘卓桓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80 懷柔管教: 好孩子是這樣教育的雅各布.阿博特著; 佘卓桓譯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297 曹操傳奇: 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奸雄蕭洲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303 圓覺經直講 宋智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303 圓覺經直講 宋智明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竹圍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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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百善書房



9789863901310 御妖師. 1, 妖鬼圖鑑 王文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3901310 御妖師. 1, 妖鬼圖鑑 王文杰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637829 以自造者實作精神為核心的教學方法陳國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8710 室內設計實務個案操作歷程與教學回饋許興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9120 虛擬博物館在動作風格類型上之使用性與審美性研究陳瀚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39199 動態網站的動作風格與設計內容上之承擔性概念研究陳瀚凱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809 路: 行跡的探索 羅伯特.摩爾(Robert Moor)作;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289 回家路上 積木女巫教學團隊教案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023 心鏡 藤本明洋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7030 一線入魂: 石井義人作品集 楊青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454 聖曼陀羅滿願法: 超越吸引力法則的佛法顯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10617 全臺祀典大天后宮宮誌. 2018版曾吉連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68652 道脈傳承錄教材 聖賢仙佛齊著; 一貫道崇德學院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768669 拈花微笑與正法眼藏 吳進雄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宇達特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3

送存冊數共計：26

全華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行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光慧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臺祀典大天后宮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700 戰鬥吧!漫畫.俄羅斯音樂物語: 從葛令卡到蕭斯塔科維契留守key著; 林玟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717 音樂家被告中!今天出庭不上台: 古典音樂法律攻防戰趙炳宣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724 群青的卡農: 航空自衛隊航空中央樂隊記事. 2福田和代著; Miyako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87834 陳笔 見證臺灣百年農村社會滄桑略史陳其中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906 裝甲雄獅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 第一部, 序曲: 從初始到波蘭戰役滕昕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8913 鐵血軍魂. 第四部: 抗戰前期德制新中央軍南京保衛戰之折戟沉沙滕昕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97885 心動所以行動: 成就自己的36堂人生課夏欣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892 思想決定力量: 諸葛亮86個字的誡子書: 教會你面對人生的10種力量鄭絜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908 學會說話: 說話的智慧從這本書開始,多說好話、好好說話、學會說話唐牧心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915 不能複製的人生: 人生不能複製,但95%的問題卻是相同的徐韋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922 理氣!理順你的人生: 氣順了!人生就順了唐心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939 在挫折的背後遇見真正的自己唐學芬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297946 故事的魅力: 一本打動人心重塑靈魂的故事書林大有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2807 弟子規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14 唐詩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21 論語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38 增廣賢文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45 三字經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52 千字文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69 幼學瓊林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76 孝經 創意編輯部編著; 黃麗繪圖 初版 其他 1

9789869232890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同理心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3701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謙卑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3718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勇氣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3725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團結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3732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責任感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向澄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戰友工作室

有樂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企鵝創意



9789869273749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慷概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3756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自尊心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273763 小仙女告訴我們關於感恩 Aleix Cabrera作; Rosa M. Curt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2371 昊昊的生活筆記: 春神來了真美麗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2388 昊昊的生活筆記: 快樂放暑假 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2395 昊昊的生活筆記: 外婆說我是好寶寶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903 昊昊的生活筆記: 與姊姊過聖誕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303965 自然科學與好奇心 Alejandro Algarra作; Rocio Bonilla繪; 葉曉潔翻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658683 熙熙的生活筆記: 春神來了真美麗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690 熙熙的生活筆記: 快樂放暑假 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05 熙熙的生活筆記: 外婆說我是好孩子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12 熙熙的生活筆記: 與姐姐過聖誕陳麗雯作; 謝素暖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36 水塘的春天 陳啟淦著; 陳黎枚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43 小白鷺之歌 陳啟淦著; 陸春美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67 哭泣的小河 陳啟淦著; 陳亭亭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74 茶園飄香 陳啟淦著; 莊河源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281 高山上的森林 陳啟淦著; 陸春美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6154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地藏菩薩本願經鳩摩羅什作 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869196178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地藏菩薩本願經鳩摩羅什作 初版 平裝 卷下 1

9789869196161 安定的力量: 寫的是字,練的是心-地藏菩薩本願經鳩摩羅什作 初版 平裝 卷中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43242 真確: 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漢斯.羅斯比(Hans Rosling), 奧拉.羅斯比(Ola Rosling), 安娜.羅斯比.朗倫德(Anna Rosling Ronnlund)著; 林力敏譯初版 精裝 2

9789861343259 如果我真的懂你,會是這種表情嗎?: 告別雞同鴨講,全美溝通藝術專家的共鳴式說話術亞倫.艾達(Alan Alda)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266 有本事的人,九成九都愛操煩: 將不安化為行動的科學方法菅原道仁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273 最強表達高手的攻心簡報術 : 6大法則讓你說服聽眾,立即採取行動澤圓著; 李韻柔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43280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著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44109 大明皇妃.孫若微傳 蓮靜竹衣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044093 大明皇妃.孫若微傳 蓮靜竹衣作 初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66 發展研究年會暨未來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2050. 第九屆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編著] 1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希代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淡大未來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30

送存冊數共計：30

有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先覺



9789865608897 Asia 2038: ten disruptions that change everythingSohail Inayatullah, Lu Na[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901 未來前瞻與樂活產業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18黃孔良, 蔡旻惠, 許嘉殷執行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58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實踐研究. 2017妙凡法師, 程恭讓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599 近世東亞<>珍稀注釋選輯 林鎮國, 簡凱廷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650 佛光山開山51周年年鑑. 2017 滿觀法師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574574667 Studie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1: foundational thoughtsco-editors Miao Guang, Venerable Juewei 平裝 1

9789574574711 宜蘭弘法十年紀: 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闞正宗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74735 人間佛教社會學論集 妙凡法師, 李向平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72616 初等基本電學大意測驗題庫劃答案. 108版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623 初等電子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 108版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2869 教育甄選5000題庫 高明編著 平裝 下冊 1

9789864973118 高分英文測驗 顏弘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187 電工原理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194 電子概論 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552 中華郵政內勤人員考前速成. 金庸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576 土地法規概要 蕭華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3583 企業管理(郵政專用) 公孫策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3590 企業管理 公孫策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3675 郵政三法(大意)三合一 顏台大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3682 國文 田丹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712 鐵路法+鐵路運輸學概要(大意)測驗題庫劉奇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3729 社會學雙Q: 申論&測驗題庫 畢成編著 [第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3736 高普考經濟學. 108版 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750 憲法(含概要). 108版 林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774 行政法總論與實務: 完全必考重點林清編著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4973781 警察法規. 108版 陳漢, 洪森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798 台電新進僱員綜合行政考前速成五合一綜合題庫(國文、英文、行政學概要、法律常識、企業管理概論)李楓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811 強棒出擊: 警專國文 田丹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3828 基本電學(大意)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程金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835 高普考稅務法規. 108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842 憲法關鍵讀本. 108版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859 中華郵政外勤人員考前速成(國文、郵政法、交通安全常識、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金庸, 林敏玄, 林必成編著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志光數位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文化



9789864973866 最新事務管理概要(大意) 郭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3873 鐵路運輸學概要(含大意) 林敏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880 警專英文有意思. 108版 郭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897 讀好憲法. 108版 韋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3903 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 69個最新時事. 108版郭雋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3910 經濟學 許偉, 許碩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3927 警專歷史 劉傑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3934 警專數學 王瑋, 吳迪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3941 高考中級會計學. 108版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973958 中級會計學. 108版 郝強, 蔡家龍編著 [第十八版]平裝 1

9789864973965 民法關鍵讀本 陳曄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3972 現行考銓制度體系與爭點(含公務員法)楊易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3989 貨幣銀行學 何薇編著 [第十四版]平裝 1

9789864973996 世界文化史(含臺灣史) 黃雋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4009 警專地理. 108版 林世川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16 法學緒論. 108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23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08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30 行政法. 108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47 政治學新論. 108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54 高普行政法概要. 108版 陳治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61 高普抽樣方法. 108版 王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078 行政學新論. 108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39 警察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08版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46 鐵路特考.公路特考.升資考. 108版: 企業管理公孫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53 警專化學必備. 108版 張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184 土地稅法規 蕭華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4191 生物統計學 王瑋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4207 土地法規 蕭華強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4214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08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21 警察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08版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38 公文最高分寫作技巧. 108版 郭雋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52 心理學(含諮商與輔導). 108版 蔡一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69 憲法關鍵讀本. 108版 鄭中基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76 民法總則關鍵讀本. 108版 陳曄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83 稅務法規. 108版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290 行政學析論 程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06 社會研究法(含概要) 張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13 高分國籍與戶政(戶籍)法規 劉秀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3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社會福利服務)張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44 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林清編著 第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4974351 基本電學 鄭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68 基本電學(大意)(鐵路特考專用)鄭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75 基本電學(國民營考試專用) 鄭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382 社會學析論 畢成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974399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405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412 公文速成兵法 江河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429 刑法. 108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450 刑法總則. 108版 周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467 法學緒論 鄭中基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481 文化人類學 黃雋編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4511 會計審計法規(含政府採購法). 108版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528 鐵路佐級: 運輸營業類企業管理大意X鐵路運輸學大意大進擊!王毅, 林敏玄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535 現行考銓制度 韋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542 不動產經紀人考前速成秘技大公開林育智編著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4566 行政學 快樂學 紀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4580 稅務法規. 108版 張建昭, 張敬章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597 財政學新論. 108版 鄭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603 經濟部新進職員(企管)考前速成綜合題庫(國文、英文、法學緒論、管理學、經濟學)李楓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610 電子學(概要) 鄭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627 電子學概要(含大意) 鄭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634 電子學 鄭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665 教育心理學 蔡一菱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689 憲法測驗命題焦點. 108版 林強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696 幼兒教育(含幼教概論與活動設計)張茂英, 張瑛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4740 社會學白話讀本 韋樂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4757 高普考稅務法規. 108版 萬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764 高普考政府會計. 108版 張旭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771 教師甄試、教師檢定國語文(含歷屆試題精解). 108版羅林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788 會計師、研究所稅務法規. 108版萬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795 行政學精論 陳真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974801 幼兒．兒童發展與輔導 張茂英, 張瑛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825 高普-法學緒論. 108版 程怡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4849 民法總則案例式讀本 慕劍平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4856 教育專業綜合科目 歐文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974863 地政士 4 power 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4870 4 power 土地登記 林育智編著 第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4894 行政學新編 王濬編著 第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4900 憲法讀本24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491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黎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74931 拆解式政治學 韋伯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4962 統計學 吳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979 機械概論(常識) 陳廣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4986 幼兒、兒童、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蔡一菱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974993 經濟學關鍵焦點題庫Q&A. 108版徐喬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006 政治學讀本: 20組經典主題 劉沛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013 奪標．警察法規. 108版 陶廣遠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037 憲法讀本24組經典主題(警察考試)劉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044 憲法讀本24組經典主題(司法特考)劉沛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975051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林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068 教育統計 吳迪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075 移民政策與法規(含入出國及移民法規)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082 縱橫政治學. 108版 黃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099 犯罪學表解 王碩元, 司馬青編著 第七版 平裝 1

9789864975105 電子學測驗選擇題庫劃答案(國民營考試專用)鄭奇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112 犯罪學綜覽. 108版 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167 課程與教學(含評量與班級經營): 15秒快速解題蕭世昌, 徐昌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174 課程與教學 陳沁, 黃天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5181 特殊教育 徐強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975198 國文(測驗) 金庸編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4975211 行政學葵花寶典 程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228 公共政策獨門暗器 程明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235 國文: 短文寫作&閱讀測驗 卓村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242 高普考成本與管理會計. 108版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259 會計師成本與管理會計. 108版蕭靖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273 公共政策. 108版 程明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327 司法特考 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林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334 警察考試-行政法測驗題型百分百. 108林清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358 教育行政 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365 教育行政學(教師檢定、甄試). 108蕭世蒼, 徐昌男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372 本國文學概論 殷平之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389 賞味.作文 金庸編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975488 警察考試: 犯罪學主題式混合題庫Q&A. 108版何漢編著 平裝 1

9789864975495 賞味.作文(警察考試). 108 金庸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975501 賞味.作文(司法特考). 108 金庸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1221 Google輕鬆快樂學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1238 威力導演輕鬆快樂學 蔡建民, 蘇清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631 藍色時間 伊莎貝拉.西穆勒(Isabelle Simler)文.圖; 林幸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8679 乾物的世界 森枝卓士文.攝影; 高明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8686 我的妹妹 喬安娜.艾斯特拉文.圖; 李家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28693 屋頂千秋 劉如桂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820 飛天獅子 佐野洋子文.圖; 林真美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步步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送存種數共計：139

送存冊數共計：139

宏全資訊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1875 性不再迷誤(性學理論與實務)張飛編著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9041 雜阿含經: 修多羅 見聖道一法師編著; (宋)天竺三藏求那拔陀邏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857 新知研討會豬隻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一, 公豬、母豬研討會. 107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64 新知研討會肉雞及土雞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7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71 新知研討會家畜廢棄物管理研討會. 107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88 新知研討會飼料加工及添加劑研討會. 107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8895 新知研討會乳牛飼養與營養研討會. 107年度夏良宙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765 一看就會的繩結技法: 全圖解.絕對實用!日常必備!主婦之友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72 從優格酵母養成開始!動手作25款甜鹹麵包堀田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89 想讓你品嚐の美味手工甜點 菅野のな著; 范思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2796 大人風的優雅可愛: 幸褔時光的紙藝花飾布置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紙藝協會監修; 周欣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03 蘋果甜點: 從早餐到下午茶的日常蘋果甜點48品若山曜子作; 范思敏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10 好口感の纖維系麵包: 有38款天天換著吃!石澤清美作;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27 希望你喜歡!簡單又可愛の禮物包裝術宮岡宏会著; Alicia Tung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34 33道零麩質的米&黃豆粉甜點: 無麵粉+低醣+低脂=好吃!木村幸子作; 范思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441 英文藝術字的詩意書寫: 書寫教學+68種設計提案Veronica Halim作;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1496 貓不捉老鼠: 蘇善童話詩 蘇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19 童話運動會: 自大的蚊子 九色芬媽咪童話; 九色芬童畫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26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 詩(漢-唐)(全彩圖文版)秦嶺, 秦乙塵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33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 詩(宋-清)(全彩圖文版)秦嶺, 秦乙塵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40 排灣族雙胞胎公主之謎 廖文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71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 詞(唐-北宋)(全彩圖文版)秦嶺, 秦乙塵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588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 詞(南宋-明清)(全彩圖文版)秦嶺, 秦乙塵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18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 曲(金-元))(全彩圖文版)秦嶺, 秦乙塵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25 瓦滴 林加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32 天空之歌 蘇善著 一版 平裝 1

宏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良品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秀威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佛陀四聖諦講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宙農業生技



9789865731649 看小說學寫作: 安徒生的內褲 十方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56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 曲(明-清)(全彩圖文版)秦嶺, 秦乙塵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63 稻草人貝克 林奇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70 稻草人迪克 林奇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87 森林家族 劉京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694 尋找回家的路: 數學國歷險記 周旭東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700 童話運動會: 過貓拔龍鬚 九色芬媽咪文; 九色芬圖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16 夢之國度碧西兒 邱常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23 招財貓與發光小菇 王喻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30 排灣族少年王 廖文毅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47 小潔與和身機器人 岳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54 魔術魔術快點變 林加春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61 宇宙男孩.雨衣女孩 陳柚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78 與神一起的孩子 廖秀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5731885 動物園的兒童節: 童詩童話小學堂許赫詩; 九色分圖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773 Pop rock cop author L. A. Furtado 1st ed. 平裝 1

9789869540780 2035年海峽兩岸和平發展願景蔣權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709 高雄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創會60周年週年紀念特刊王進麟, 陳永芳, 郭糧源編輯 再版 平裝 1

9789869657716 性別教育 陳昺菎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723 律動唐詩防痴健身禪 吳輝榮, 尤金瑞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730 正向心理學的消化之旅 陳昺菎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747 關帝經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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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687754 字字珠璣: 細讀約翰福音 馬克.強斯頓(Mark Johnston)作; 林千俐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782 從恩典啟航: 加爾文主義的生活實踐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著; 詹益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5799 全備的基督 傅格森(Sinclair B. Ferguson)作; 詹益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8618 蛻變,師大 林安邦, 柯皓仁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8632 茶世界: 與35位茶職人的對話 鐘友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8649 與日常碎片一起漂移: 夏宇詩的空間與夢想林芳儀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8663 家政教育與生活素養 葉至誠, 葉立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8670 生態與旅行: 台日韓當代作家研討會論文集崔末順, 吳佩珍, 紀大偉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宏冠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改革宗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秀威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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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263784 李杜詩學與民族文化 徐希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4002 孟加拉詩100首 阿米紐.拉赫曼(Aminur Rahman)編; 李魁賢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450 國家.憲法.人權 台灣憲法學會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59 曠典闡幽錄 (清)宋佑文原著; 胡成點校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597 在河水井水漩渦之中: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新聞生態劉瀾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27 容器: 無瑕的愛 豪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41 殉葬者 喻智官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58 我是一片希望被人崇拜的廁紙杜鵬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65 跨越想像的邊界: 族群.禮法.社會: 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屆陳惠芬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72 竊盜犯罪防治學: 原理與策略 何明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89 結網集: 一位近代史學者的治史歷程陳三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696 十字路口 鳴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02 胡適評議. 卷1, 胡適與<> 張耀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19 胡適評議. 卷2, 胡適與新舊文化張耀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26 胡適評議. 卷3, 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張耀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40 狐狸回頭 熒惑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57 神州內外東走西瞧 倪立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64 變奏的開端 邱振瑞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71 縱橫北美: 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北美華文作家協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788 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譚國根, 梁慕靈, 黃自鴻主編 一版 精裝 1

9789863265795 愛情懺悔錄: 一位母親要給兒子講述的故事融融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01 時光隧道: 朱學淵散文集 朱學淵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18 南宋前期君主.宰相與政局 王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25 低端的真相：街頭律師眼中的東倫敦華人移工施威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32 品讀木心 隴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49 根在水返腳: 汐止老街人,老街事楊芳芷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56 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 張家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265870 老來不相忘: 郁思文集 郁思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3265887 花開蝶自來: 雲霞文集 雲霞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790 舒適圈外的夢想更閃亮: 從砌磚工變圓夢大亨的街頭智慧史提夫.辛姆斯(Steve Si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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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84101 推拿-侯俊明《身體圖》訪談計畫: 一個策展實踐的回顧蔡明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佑軒書法文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9

送存冊數共計：29

李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沃時文化

秀威資訊科技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5702 翰墨新情: 翰墨詩心集 王順福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113 華夏道統源流圖 徐藝筆, 江逸子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207 仮名入門 盧美芳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3214 日本語入門 盧美芳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72556 筆尖上的世界史: 形塑民族、歷史和文明的故事力量馬汀.普赫納(Martin Puchner)著; 林金源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63 人生自古誰不廢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70 從此刻到永恆: 一場身後事的探索之旅，重新叩問生命的意義凱特琳.道堤(Catilin Doughty)著; 謝忍翾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87 情緒致勝 : 感激、同理與自豪的力量大衛.德斯諾(Daivid DeSteno)著; 朱崇旻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72594 讓人生從此改變的科學思考 池上彰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2909 新制多益單字解密 許豪多益金色證書英語教學團隊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2916 句型應用大全 : 看句型模板學英文鍾君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5523 邁向正覺. 六 倪式谷居士等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2715 追光勇士嚴榮宗 嚴榮宗, 嚴汪書丹作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45301 6大突破!用英語聊天好簡單 SI SI LU編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恩關懷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彤鳥社會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希望星球語言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含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佛教正覺同修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杏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究竟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3601 富甲天下: Wal-Mart創始人-山姆沃爾頓自傳山姆.沃爾頓(Sam Walton), 約翰.惠伊(John Huey)作; 李振昌, 吳鄭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25 牧者的管理智慧: 有效管理的七項要訣Kevin Leman, Willian Pentak作; 李成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32 與人共贏25法則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 雷斯.派瑞特作; 蔡璧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49 成功四元素 蘿莉.白.瓊斯(Laurie Beth Jones)作; 王嘉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56 人際關係101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蔡璧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63 雙贏領導101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蔡璧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70 致勝態度101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徐愛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87 培育領導101 約翰.麥斯威爾(John C. Maxwell)著; 徐愛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3694 迷網: 蘿莉的美麗境界 蘿莉.席勒(Lori Scbiller), 雅瑪達.伯納(Amanda Bennett)作; 李成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07 我家小孩的前世: 兒童身心疾病的新療法卡洛.鮑曼(Carol Bowman)著; 杜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3814 疼痛: 健康失調所發出的警訊 保羅.班德(Paul Brand), 楊腓力(Philip Yancy)合著; 江智惠, 陳怡如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232786 易經入門初階講義 黃四明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3416 九成宮醴泉銘基礎入門 宋耀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0335 十四經絡361穴研習與在生活上的應用潘隆森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440342 中醫八綱解說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359 漢方醫學VS傳統中醫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366 脈診 劉接寶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40373 簡明生活上常見病症的民俗調整應用潘隆森編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104 鄧南光: BEAUTY ON A SUMMER DAY鄧南光, 鄧世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0078 首楞嚴經直解 慈霛整編 修正一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50092 首楞嚴經直解 慈霛整編 修正一版 平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邑聚藝術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愛中華筆莊出版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志遠

送存冊數共計：1

足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宏道文化



9789868950085 首楞嚴經直解 慈霛整編 修正一版 平裝 中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812 包膜達人操作手冊. 計程車篇 張博士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104 喚醒基督之愛: 耶穌未被述說的生命故事杜嘉.郝思荷舍(Durga Holzhauser), 阿格尼.艾克曼(Frank Eickermann)作; 林素綾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6872 海水發電系統 施奉先作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542 I'm your vessel and you are mine.by didi, shauba chang 平裝 1

9789869359559 凹凸史 劉玗[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2363 邱德宏X有故事的我們 邱德宏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02370 孩子的怪獸 邱德宏, 張靜茹文; 邱慶凌, 邱慶越, 邱慶价圖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600 去去脂肪走 肖丹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617 無傷跑步！ 郭豐州, 蔡忠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624 救救胃病 小林敏盛著; 婁美蓮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774 無界之地 瑪麗.奧斯汀(Mary Austin)著; 馬永波, 楊于軍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2905 種樹的男人 讓.紀沃諾(Jean Giono)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2912 農村,你好嗎?: 寫在農村的24則鄉野求生筆記李慧宜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2936 種樹的詩人: 吳晟的呼喚,和你預約一片綠蔭,一座未來森林吳晟口述.詩文創作; 鄒欣寧採寫; 唐炘炘資料整理初版 其他 1

9789869428781 無界之地 瑪麗.奧斯汀(Mary Austin)著; 馬永波, 楊于軍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宏擘管理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奇点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我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車膜王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快樂泉源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果力文化



9789869517164 毒木聖經 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作; 張竝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31077 宇宙讀書會32年操作實務 曾文龍編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931562 技術高級中學一般科目語文領域英文(B版)(六課版). V曾麗玲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931586 論語新解 錢穆著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90917 風雲金門.鄉訊人物. 2 陳永富作.攝影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982 龍中策: 蘇聯-中聯 胡海甯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839 四猿殺手 J.D.巴克(J.D. Barker)著; 李玉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853 巫王志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9631860 巫王志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9631877 杏花渡傳說 鄭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884 都市傳說. 第二部. 6, 你是誰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1891 千萬別想起 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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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415555 2017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國際學術暨實務研討會作品集蘇英正, 林凱莉, 林啟壽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16 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國際學術暨實務研討會作品集. 2018陳秋米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奇幻基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旺文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金大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6

東方設計學院文創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方設計大學文創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5609 創藝與設計研討會論文集. 2018鄭義融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76220 君之刃 小手川瑜亞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3241690 DORIKEI狂熱理科部女子高生青木潤太郎原作腳本; 和田PEN漫畫; 黎蕙慈譯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49382 滿貫全壘打 河野慶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374985 地獄的愛麗絲 松本次郎作; 張益豐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590 蛇蝎 秋里和國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3376927 一起蓋神社的暑假 狼魚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379133 在地球毀滅之前 合歓陽子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51215 齊木楠雄的災難 麻生周一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3655770 龍翼騎士 寺田晃輔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820208 多國籍女子高 空絵組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823254 信長的主廚 西村滿原作; 梶川卓郎漫畫;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4313778 青春水球社 小林雛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317639 霧雨飄零之森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許任駒譯平裝 第3冊 1

9789864319244 JOJONIUM: JOJO的奇妙冒險盒裝版荒木飛呂彥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4623181 BABY STEP網球優等生 勝木光作; 施慶忠譯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623624 這裡是邊境的巨彈學園 大井昌和原作; 卷作畫; 季上元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626540 一週的朋友 葉月抹茶作; 沈易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627943 獵獸神兵 めいびい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0127 不曬太陽的小出同學 石川ローズ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1057156 非戰特攻隊 岩永亮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0冊 1

9789861066424 足球騎士 伊賀大晃, 月山可也作; kinnsan譯 平裝 第50冊 1

9789861093703 DEAD Tube死亡影片 山口ミコト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46121 真空包裝！ 橫槍メンゴ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1100 怪物完全版 浦沢直樹, スタジオナッシ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701117 怪物完全版 浦沢直樹, スタジオナッシ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703494 華生的陰謀: 夏洛克.福爾摩斯異聞秋乃茉莉作; 程馨頤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4507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漫畫版) 健速原作; 有池智実漫畫; 江思翰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5146 Sto:Rage警視廳眼球分析班 安藤慈朗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05689 排球風雲: 約定的球衣 大島司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09298 七龍珠彩色漫畫. 比克大魔王篇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09342 七龍珠彩色漫畫. 少年篇 鳥山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09830 歡迎光臨鹿高競舞社 橫田卓馬作; 郭名珊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0276 男子宿舍的玩具 菊の助作; 楊永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1204 小智是女孩啦! 柳田史太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297 不正經的魔術講師與禁忌教典羊太郎原作; 常深アオサ漫畫;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1563 絡新婦之理 志水アキ, 京極夏彥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2805 20世紀少年完全版 浦沢直樹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5冊 1

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研究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立



9789864822812 20世紀少年完全版 浦沢直樹作; 余思霈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23192 青春AWAY コー夕作; 風間鈴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4038 HAPPINESS 押見修造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5196 墨花香 游圭秀[作] 平裝 1

9789864825332 三角窗外的夜色 ヤマシタトモコ作; 賴思宇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5523 大正處女御伽話 桐丘さな作; 江思翰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6155 超人力霸王ULTRAMAN 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26551 境界之米可莉娜 松本英吉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7121 機動戰士鋼彈THUNDERBOLT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7916 獄都事變 あおのなち, リンネ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8777 政宗君的復仇 竹岡葉月原作; Tiv漫畫; 花兒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29262 Im: 大神官印和闐 森下真作; 林家祥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29316 少女不十分 西尾維新, 服部充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29330 流星傘下 シナヅキアキラ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29927 椎名君的鳥獸百科 十月士也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864829941 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 じん原作; 佐藤まひろ作; 賴思宇譯 平裝 1

9789864860067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0579 魔導書之庭 はる桜菜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0906 INFECTION感染 及川徹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1590 掟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西尾維新原作; 浅見よう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3433 Sugar dog 池野雅博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3495 輕鬆百合 なも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3709 輝夜姬想要人告白: 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赤坂アカ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3785 鑽石王牌act 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64461 摧毀双亡亭 藤田和日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5086 戀愛與謊言 Musawo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116 C.M.B.森羅博物館之事件目錄加藤元浩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65215 NEW GAME 得能正太郎作; 呂唯嫣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6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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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冊 1

9789864865987 KISSxDEATH 叶恭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6274 龍王的工作 白鳥士郎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6311 紅龍 池野雅博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6410 我們沒做壞事喔 ネコメヒコ作; 林佳祥譯 平裝 1

9789864866519 召喚惡魔 久保保久作; 張芳馨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66748 妖怪手錶小石獅: 環與流星的朋友柴本翔, しべルフアイブ作; 趙聖媛譯 平裝 1

9789864867080 只要別西卜大小姐喜歡就好 matoba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8094 瀕死之際 福田健太郎作; 林志昌譯 平裝 1

9789864868407 阿宅的戀愛太難 ふじた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68469 鑽石王牌act2 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864868988 最高機密season0 清水玲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69305 弟弟就愛騷擾我 魚ともみ作; 林深軒譯 平裝 1

9789864869336 煙囪小鎮的普佩 にしのあきひろ作; 蔡夢芳譯 精裝 1

9789864869381 費洛蒙陷阱 藤崎こう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864869411 最糟的邂逅 一城れもん作; 澤野綾譯 平裝 1



9789864869503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69510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527 出包王女愛藏版 矢吹健太朗漫畫; 張紹仁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69855 單身上班族淫亂的宿舍生活 斑まだ作; 刻托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69879 新妻君與新夫君 蔓沢 つた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9886 草字頭底下加個化 蔓沢つた子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864869909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552004 我們真的學不來! 筒井大志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552059 Kirum鏡像的彼方 上絕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52285 英雄與小偷 鳥ノ海ユミ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9652353 魔物夜話 マツリ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438 症年症女 西尾維新原作; 暁月あきら漫畫; 陳楷錞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469 終末的後宮 LINK, 宵野コタロー作; 江昱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52537 親吻透明 しもくら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9652551 他與我的第一次風月體驗 ゆんぐ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9652599 弟弟就愛騷擾我. 愛得太過篇 魚ともみ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9652643 斬人分租房 二宮愛原作; 片桐いくみ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52728 狂歡派對之夜 暁あまま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9652957 妖怪手錶(全妖怪大百科) 日野晃博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1563 雙星之陰陽師 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01655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2171 我們的餐桌 三田織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2188 御伽草子: 安倍晴明不可能認真談戀愛山田ウメ原作; つくだ仁南漫畫; 黃詩婷譯平裝 1

9789572602201 二月的伊甸 きゆひ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2225 小明美 丸木戸マキ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02249 永遠陪伴美麗的你 式村なゆ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2256 島與彰的秘密生活 らくたしょう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2294 美男葛之庭 松本花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2386 我們都只關心自己 春乃晴漫畫;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461 BUSTER DRESS人機大戰 貞松龍壱作; 陳彥穎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720 沒有萬能魔藥! ぴかお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805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2812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2836 戀愛中的雷神 金田正太郎; 神奈木智作; 郭名珊譯 平裝 1

9789572602843 發情兔男孩 音海ちさ作; Shin譯 平裝 1

9789572602867 荒天兄弟情 加藤スス作; 澤野凌譯 平裝 1

9789572603369 快遞情人的試用期 那梧なゆた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3420 即使如此,他還是對我死心塌地高崎ぼす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3437 即使如此,他還是對我死心塌地高崎ぼす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3802 Dr.STONE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3840 飢餓的瑪莉 田村隆平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4038 神咒之蜜乳 佐藤健悦, 吉野弘幸原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182 逃跑的少爺 束原さき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4199 野貓的本性 隆巳ジロ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4212 煙火已經升空了 九条AOI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4243 : 無盡連鎖 今井神漫畫; 海道左近原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304 相同時間、相同地點 橋本あおい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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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2604632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2604663 銃夢火星戰記 木城幸人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4854 禮物症候群 長月ハッカ作; 王薇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4908 雖然我被部下騷擾了... meco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4977 散發花香的狼 りゆま加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028 學園K 鈴木次郎, 鈴木鈴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066 日常茵蒂克絲 みじんこうか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5110 那傢伙不能忍耐的事 日塔てい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5134 黃昏時刻去見你 きゆひこ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5141 工蜂要把蜜獻給誰呢 さがの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5172 失落世界的落幕曲: 優美的歌聲久松エイト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05189 依然無法讓你知道我喜歡你 慧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5219 玩咖的愛太神奇,該反省了 meco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2605264 重新踏出最初的一步 いさき李果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05332 飼養任性的他 ぴい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5349 Stray bullet baby: 流彈般的戀人市川けい漫畫;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05486 雙向作用 靈涓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5554 盾之勇者成名錄 アネコユサギ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2605837 棗同學什麼都知道 ためこう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5875 污穢之地與鶴 キタハラリイ作; 哈魯譯 平裝 1

9789572605882 狗狗的幸福與我的憂鬱 上川きち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5929 K‐THE FIRST GoRA.GoHands原作; 木村りん漫畫; Niva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6001 最棒的小說家 藤河る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6025 關於我與學弟的「那個」 末原さかえ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6049 談戀愛的最高條件 るんぁ作; 李其馨譯 平裝 1

9789572606056 深呼吸3次 せんみつ作; J.Z譯 平裝 1

9789572606162 搖曳露營△ あfろ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6179 搖曳露營△ あfろ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6186 搖曳露營△ あfろ作; 陳楷錞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6230 永遠的祈望 並榎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6384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猪ノ谷言葉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6414 麻辣教師GTO失落的樂園 藤沢亨作; 李芝慧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06469 殺老師Q! 青戶成, 渡邊築, 松井優征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6483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07008 慢活開始 篤見唯子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053 心理學派不上用場!? ソウ, ゆうきゆう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107 遠藤靖子藏在夜迷町 FLOWERCHILD作; 蔡妃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121 靈魂之液的容器 環望作; 季上元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237 暗黑企業的迷宮 安村洋平作; 哈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7275 美味的異世界料理,需要加點龍值言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336 七詠唱御宅魔術王 岬かつみ作; 王昱婷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374 支配異世界的技能掠奪者: 從零開始建造奴隸後宮柑橘ゆすら作; 蕭嘉慧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7411 劇場版小說 進擊的巨人ATTACK ON TITAN. 2, 世界終結浅倉冬至, 諫山創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07428 來到異世界迷宮都市的我成了治癒魔法師幼馴じみ作; 黃則霖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7459 異世界料理道 EDA作; 劉哲琪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7473 蛋糕王子的名推理 七月隆文作; 蕪村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7541 Dr.STONE 新石紀 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作畫; 吳勵誠譯 平裝 第4冊 1

9789572607565 élDLIVE宇宙警探 天野明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7657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2607664 給不滅的你 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6冊 1

9789572607695 小島上的溫柔戀曲 麻倉カムイ作; 黃詩婷譯 平裝 1

9789572607718 風夏 瀬尾公治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2607763 婚戒物語 めいびい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07954 就是要4P 雨宮かよう作; 吳美嬅譯 平裝 1

9789572608098 百合是我的工作! 未幡作; Akamiko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111 年輕演員和編劇 梶ヶ谷ミチル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8142 我和你的跟蹤狂防治法 菅辺吾郎原作; モンゴロウ漫畫; 澤野凌譯平裝 1

9789572608258 CANDY & CIGARETTES糖果與香菸井上智徳作;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579 異端的愛 森山絵凪作; 李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678 穿越時空的龍王與邁向滅亡的魔女之國舞阪洸作; 蕪村譯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2608708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 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746 網遊也可以這麼仙. 4, 轉變 貓邏作 平裝 1

9789572608753 Debug筆電的使用手冊外傳小說: 山櫻樹下的幻想奇譚草子信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8777 你的親生女兒在你後面,她們非常火!桐真作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8791 神話傳說英雄的異世界奇譚 奉作; Y.S譯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08807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2, 冰花煎餃x夢幻龍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572608814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 白米良作; 林憲權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8913 喜歡的要暗藏腹中 蔓沢つた子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08937 搖曳莊的幽奈小姐 三浦忠弘作; 許任駒譯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2609071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2609118 第一神拳 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20冊 1

9789572609156 特務同盟 飄緹亞作 第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9163 你遭難了嗎? 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170 你遭難了嗎? 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187 交錯的我們 カズ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9194 裙下的陷阱 プルちょめ作; 蔡夢芳譯 平裝 1

9789572609200 魔法學校的放蕩落榜生 紺野えり作;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09224 門禁8點的戀人 じゃのめ作; 翁蛉玲譯 平裝 1

9789572609248 撒謊王子的告白 町田とまと作; 陳姿君譯 平裝 1

9789572609255 電影少女 桂正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262 電影少女 桂正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09279 電影少女 桂正和作; 陳姿君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09347 十二大戰 西尾維新原作; 暁月明漫畫; 林佳祥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514 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 秤猿鬼原作; サワノアキラ漫畫; 林志昌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09569 more than red 幸田みう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09705 哪邊都一樣: 秘密遊戲 柊のぞむ作; 李晴譯 平裝 1

9789572609873 籃球少年王 日向武史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2609989 豔漢 尚月地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2610107 key ring lock監禁情人 ymz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0114 你的聲音染上我的色彩 フルカワタスク作; 尤靜慧譯 平裝 1

9789572610268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嗎?花間燈作; 吳天利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282 在異世界開拓第二人生 まいん作; 林均鎂譯 平裝 第7冊 1

978957261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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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冊 1

9789572610312 努力過頭的世界最強武鬥家,在魔法世界輕鬆過生活。わんこそば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336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3, 麻煩雙胞胎真島浩原作.插畫; 川崎美羽作; 張紹仁譯 平裝 1

9789572610350 沒路用的魔獸鍊磨師 見波タクミ作; 呂郁青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2610367 對魔導學園35試驗小隊Another Mission柳実冬貴作; 杜信彰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0374 誰是最強鑑定士?: 吃飽喝足的異世界生活港瀬つかさ作; 陳幼雯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381 魔王難為. IV vol.04 紅淵作 平裝 1

9789572610428 BLEACH死神Cant Fear Your Own World. I成田良悟, 久保帯人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9789572610442 誰說尼特族在異世界就會認真工作?. 5: 他會把一切丟給精靈族公主,在其他國家為所欲為。刈野ミカタ作; 林均鎂譯 平裝 1

9789572610459 -無盡連鎖-. 4, 富蘭克林的遊戲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平裝 1

9789572610466 關於我們的戀愛與青春 cocoaball原案; まいね漫畫; 趙秋鳳譯 平裝 1

9789572610497 小魔女學園 TRIGGER, 吉成曜原作; 左藤圭右漫畫; 許任駒譯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749 我的英雄學院SMASH!! 堀越耕平原作; 根田啓史漫畫; 江昱霖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800 超七龍珠英雄 暗黑魔界任務! ながやま由貴作; 吳勵誠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0831 精靈小姐瘦不了 シネクドキ作; Niva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128 毛絨絨的神明大人 たまき作; 賴瑞琴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241 火鳳燎原(珍藏版) 陳某編.繪 平裝 第18集 1

9789572611258 白金終局 大場鵣原作; 小畑健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1289 排球少年 古舘春一作; 蔡夢芳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2611302 我的英雄學院 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譯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2611333 約定的夢幻島 白井力イウ, 出水ぼすか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1364 靈異教師神眉NEO 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林志昌譯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261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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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冊 1

9789572611425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冊 1

9789572611449 七大罪 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2611470 炎炎消防隊 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2611548 爆音聯盟 吾名翼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623 零度領域 貓邏原作; D2作 平裝 第9冊 1

9789572611692 加入年輕人敬而遠之的黑魔法公司,沒想到工作待遇好,社長和使魔也超可愛,太棒了!森田季節作; 王仁鴻譯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777 為了扭轉沒落命運,邁向鍛冶工匠之路CK作; 何宜叡譯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807 反套路的99種套路 月半殘作 平裝 第2冊 1

9789572611814 至尊黑醫 一世風流作 平裝 第1冊 1

9789572611838 密斯瑪路卡興國物語 林トモアキ作; 林意凱譯 平裝 第8冊 1

9789572611869 妖怪公主渴望愛. 2: 凶運魔女 岸根紅華作; 劉仁倩譯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44

送存冊數共計：25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6456 誰把我的蠟燭吹熄了? 伊蘭.布萊曼(Ilan Brenman)文; 瑪嘉莉.呂什(Magali Le Huche)圖; 吳愉萱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876494 但是熊回來了 塔米.索爾(Tammi Sauer)文; 丹.泰勒(Dan Taylor)圖; 郭妙芳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2663 多采的人生軌跡 洪維賢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4542 羊毛氈絕對完成百分百!: 50款超體貼毛氈布手作崔然朱作; 張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0257 我的吃喝玩樂旅行手帳 篠方.一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25 微型玻璃瓶花園 Akawit Hasanon作; 張含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49 微笑造型烘焙食譜書 千葉貴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56 一撕即卸！指尖派對 FUN彩團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63 一盤即全餐 崔現程作; 楊永華,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70 多模多樣!忍者兔造型百變食譜范麗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87 風靡全日本,月銷上萬個!迷你彩繪甜甜圈Brend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094 完全圖解超代謝經絡淋巴按摩連永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00 摺了就玩！宇宙賽車摺紙書 崔光振作; 鄧佩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17 日日花藝 尹瑞英著; 譚妮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24 天天喝好湯 : 中藥世家百年祖傳養生方陳淑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31 大富豪獨門私藏一生受用の強運行為學齋藤一人作;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55 世界咖啡豆烘焙履歷圖鑑 張陽燦, 林怡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62 免換鍋!一鍋到底正統西班牙燉飯加瀨まなみ作;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79 醣質OFF！多蔬果家常菜 牧田善二作; 楊玓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86 醣質OFF！控醣控脂全家餐 牧田善二作; 陳雯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193 無敵戰神 變形金剛機器人 立體折紙書李東埈作; 李孟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09 鬆軟餡多!手撕方造型麵包 吳育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16 名店美味自己做!職人級多層次夾心水果蛋糕吳佩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23 東京，好咖啡尋味地圖 Eattaku著; 吳東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30 Kokoma繽紛立體棉花糖 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47 日本職人親授！造型菓子麵包高橋教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54 史上最完整四季蔬菜營養圖鑑李馥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61 陸空制霸 最強戰鬥金剛: 閃電變身摺紙書李東埈作; 李欣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11285 圖解家庭麵包成功研究室 彭士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510 建築X快速設計: 建築師設計考試啟蒙必讀經典林可揚作 初版 平裝 2

阿布拉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金玉堂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平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6

林可揚博士建築師事務所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801 終於寄達的信: 106歲日本教師與88歲台灣學生的感人重逢西谷格著; 葉韋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818 恐懼的力量: 為何有人捨身救人,有人惡意病態?一位心理學家探索大腦、神經和行為科學,實證接露人性善惡真相之旅艾比蓋爾.馬許(Abigail Marsh)著; 潘昱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825 沖繩: 最新.最前線.旅遊全攻略朝日新聞出版著; 郭欣惠, 高詹燦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0832 騎士守則: 湯瑪斯.勒穆爾.霍克爵士的最後一封信伊森.霍克(Ethan Hawke)著; 萊恩.霍克(Ryan Hawke)繪; 尉遲秀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46992 Learn to Read with Phonics+ Workbook 2 Vowel Sounds 其他 1

9789869243841 KIDS World Student Book 1 Rutger Tamminga[編] 平裝 1

9789869243858 Lets find out iPen series sing & read english 其他 第5冊 1

9789869243865 LOVE Reader: Playground 其他 1

9789869243872 LOVE Reader: Actions I Can Do 其他 1

9789869352420 KIDS World Student Book 3 Rutger Tamminga[編] 其他 1

9789869352437 Lets find out! iPen series sing & read english 其他 第2冊 1

9789869352444 Lets find out! iPen series sing & read english 其他 第4冊 1

9789869352451 Lets find out! iPen series sing & read english 其他 第6冊 1

9789869352468 KIDS World Student Book 4 Rutger Tamminga[作] 平裝 1

9789869352475 KIDS World Student Book. 2 Rutger Tamminga作 平裝 1

9789869352482 LOVE phonics. 4A the short vowel word families Aa, Ee, Ii, Oo 其他 1

9789869352499 LOVE phonics. 4B, the short vowel word families uu and consonant blends 其他 1

9789869468404 Love Reader: I Can Count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68411 Love Reader: Colorful World 其他 1

9789869468435 KIDS World Starter Student Book. 1Rutger Tamminga作 其他 1

9789869468428 KIDS World Starter. 2 Rutger Tamminga[作] 其他 1

9789869468442 LOVE Sight Words常見字互動字卡手冊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2180 生命的答案.空 郭韻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68749 大開眼界: 趨勢報告書 劉維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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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送存冊數共計：18

金色蓮花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吳文舍明日聚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奇光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東西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房角石音樂工作室



9789868448421 敬拜主領講義. 三, 全人的敬拜謝鴻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3048 大學功能性、聲望性品牌形象、品牌聲譽、品牌忠誠、學生知覺品質、社經地位、生活型態與幸福感對團隊成員、團體績效影響之系列研究陳律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3055 體育科系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關係結合、知覺價值、關係品質與忠誠度影響之研究陳律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3062 大學生休閒覺知自由、休閒阻礙與休閒參與動機休閒滿意度之系列研究陳律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3079 教練領導行為方式、選手團隊組織承諾與訓練滿意度結構方程模式(SEM)系列研究陳律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3086 大學學生體育課興趣選項教學品質、考量因素、場地設備、學習成效、學習滿意度系列之研究陳律盛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3093 52週網球4.0養成訓練 謝麗娟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62099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粵劇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05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端硯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12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騎樓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29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廣交會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36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粵菜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43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六祖惠能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50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開平碉堡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67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黃埔軍校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74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孫中山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2181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廣東音樂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201 嶺南文化十大名片: 相約嶺南 林雄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63744 習近平"兩觀三論"治國論: 習近平治國理政之"兩觀三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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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760271 台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1051-2期社區化成果展刊賴秀菊, 林天章, 蔡孟修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8760288 台北市大安社區大學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1061-2期社區化成果展刊吳秀雲, 馬中川, 李照雄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1086 改善提案手冊 日本提案活動協會編; 提案活動研究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1093 TPM: 全員參與的生產保全 中嶋清一著; 先鋒TPM研究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1109 解決問題QC12手法 鍾朝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和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亞東技術學院學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昌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東亞玉文化古玉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易利圖書



9789869666923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事務處成果專輯. 106學年魏曉婷策畫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5090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工法篇王本楷等作 四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46406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工法篇王本楷等作 四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46413 一讀就通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金榜必勝寶典. 法規篇王本楷等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46420 強棒!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術科完整題庫系統精解安心裝修裝潢編輯部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62439 路上的萬年站: 李承亮作品專輯陳湘汶, 侯昱寬, 阮永翰專文撰述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262446 2017津夫個展: 奇觀城市物話: 影像改變世界黃金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62453 湖南-台灣兩岸藝術名家聯展作品集. 2018第三屆東門美術館策劃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9220 我該怎麼辦? 楊育芬作; 李雨潔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44 我該怎麼辦?(英文版) 楊育芬作; 李雨潔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68 Which one is cheaper? 楊育芬作; 劉婷儀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75 哪一樣比較便宜呢? 楊育芬作; 劉婷儀繪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82 完美人生 楊育芬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9299299 A perfect life 楊育芬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416 學而三十: 學而書會會員聯展作品專輯學而書會會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81474 顏色語言: 我叫綠色(簡體字版)張哲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743522 一起來刷牙! 李露美文; 布拉喏圖; 許延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743744 老鼠阿斑兒歌集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林良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751 格洛斯特的裁縫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林良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768 三小貓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何凡翻譯再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泛亞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林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芬妮英語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明宗書法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金果室內裝修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東門美術館



9789862743775 小豬柏郎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782 餡餅和餅模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799 金傑和皮克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805 小松鼠台明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812 城裡老鼠強尼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829 鼠太太小不點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836 松鼠胡來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良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843 貓布丁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何凡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850 陶先生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867 小貓莫蓓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夏祖麗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874 小豬羅平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881 母鴨潔瑪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2743898 青蛙吉先生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2743904 兩隻壞老鼠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2743911 小兔班傑明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2743928 小兔彼得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2743935 刺蝟溫迪琪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其他 1

9789862743942 一隻壞小兔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海音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959 香菜阿姨兒歌集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林良翻譯 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966 班家小兔的故事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夏祖麗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743973 小小飛機,起飛! 中村至男文圖; 陳瀅如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980 妖怪爸爸上班去 富安陽子文; 大島妙子圖; 林真美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3997 人類是什麼?: 動物們的觀察報告文鍾勳文圖; 張琪惠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17 小心!那個東西出沒 班傑.戴維斯文圖; 劉清彥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24 我的爸爸 姜景琇文圖; 林佳蕙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2744062 奇妙的海洋滅絕動物繪本圖鑑秦好史郎文圖; 陳朕疆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8263253 波波聖誕快樂 林朱綺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735 區域整合的機遇與挑戰 蔡明彥, 楊三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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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7712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4, 地理博覽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37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5, 植物大觀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44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7, 極地與冰河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51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6, 體育與運動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68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8, 醫學與疾病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奇果創新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狗圖書



9789869577175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1, 勇士大冒險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82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2, 決戰恐龍園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577199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19, 天文萬象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02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0, 交通工具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19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3, 穿越時空之戰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26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4, 飛躍侏羅紀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33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5, 恐龍與黃金城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40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6, 尋寶侏羅紀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57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7, 奇兵大對決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64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8, 超時空救援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71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9, 恐龍島之心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88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10, 沉睡的王國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195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11, 深海狩獵者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7809 植物大戰殭屍: 恐龍漫畫. 12, 神奇恐龍果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04 芭比: 暖心女孩的友誼之旅故事集戴拉.紐伯格.賽格拉岡(Devra Newberger Speregen)等原著; 克莉斯汀.L.德布肯(Kristen L. Depken), 瑪莉.馬恩–康(Mary Man-Kong), 比爾.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11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1, 考古之旅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28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2, 農業與生態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35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3, 森林與湖泊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42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4, 數學之美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59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5, 趣味實驗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66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6, 未來科技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73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7, 美食探索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80 植物大戰殭屍: 科學漫畫. 28, 健康生活笑江南編繪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8891197 怪物大師. 1, 穿越時空的怪物果實雷歐幻像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019 金門縣美術家聯展. 2018 孫國欽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8155 複弦和鳴: 留洋女性藝術家特展蕭瓊瑞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2108 來鄉下找能源趣: 認識在地文化 學習新興科技粘永堂, 蔡惠朱, 黃嘉瑾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32115 鄉下處處能源趣: 台灣路燈桌遊 認識LED節能照明粘永堂, 蔡惠朱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虎科大科普人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金縣美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采泥藝術



9789866395963 聆聽生命的樂章 陳峻誌等合著; 黃淑貞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95956 民生故事集: 用愛改變世界x志工大學賴昭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024 大象艾瑪 大衛.麥基文.圖; 周逸芬譯 三版 精裝 1

9789869646031 吃六頓晚餐的貓 英格.莫爾(Inga Moore)文.圖; 黃迺毓譯四版 精裝 1

9789869646048 小石獅 熊亮作 二版 精裝 1

9789869646055 久兒之星 齋藤隆介文; 岩崎知弘圖; 周逸芬譯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50087 傷寒金匱方藥速查 鄭宏足, 莊志瑜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983436 片仔癀戰勝肝病 山ノ內慎一著; 廖梅珠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50568 您是菩薩的心肝寶貝: 知光老法師追思集釋昭慧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288619 晴竇初開 水清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626 晴竇初開 水清如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633 巧女出頭天 織夢者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640 巧女出頭天 織夢者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657 閣老的糟糠妻 香拂月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664 閣老的糟糠妻 香拂月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671 閣老的糟糠妻 香拂月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688 閣老的糟糠妻 香拂月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695 馭夫成器 晴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288701 馭夫成器 晴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288718 換個良人嫁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狗屋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知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青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亞洲大學學務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英文化



9789863288725 換個良人嫁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732 換個良人嫁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749 換個良人嫁 水暖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288756 起手有回小女子 笙歌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288763 起手有回小女子 笙歌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288817 起手有回小女子 笙歌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288824 起手有回小女子 笙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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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4632 輕塵往事 馬克.湯普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649 遙遠的向日葵地 李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656 原來如此!日本經典品牌誕生物語李仁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663 雲中人 路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670 莎拉的最後一幅畫 多明尼克.史密斯(Dominic Smith)著; 葉佳怡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3409 靜淨境: 林亮吟水墨膠彩畫集 林亮吟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28915 金山慈誨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7328922 百日禪 宣化上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7328939 博山和尚超脫真詮 博山和尚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4630 智蘊善美悅活山城成果集 王玫, 簡慧貞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9620 深度學習技術與應用 容啟亮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3173 袁金塔法國二零一七巡迴展 江梅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9789866303180 袁金塔 游守中: 作品學術研討會(簡體字版)江梅香總編輯 初版 平裝 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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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法總中文部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東南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18

東美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林亮吟畫室



9789866303203 台灣五月畫會六十二週年聯展紀念專輯2018黃士峰總編輯; 吳柳主編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414 楊識宏: 計白守黑-意識流系列李佳穎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5900 水墨散記 焦士太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6611 解脫之道 阿姜查(Ajahn Chah)作; 法園編譯群編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28845 高階美甲師檢定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編著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943 客來愛讚美: 客語兒童詩歌本 李位鼎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78974 井上先生,謝謝您 陳嘉鈴文.圖; 陳豐惠, James Chen, Fumi Wörl翻譯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397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將官錄 胡博, 石智文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838 光之信仰: 蔣智南水彩選集 蔣智南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9934 轉吧!地藏象限: 海雲和上<>馬來西亞檳城弘法講記海雲繼夢作 1版 平裝 1

9789869639941 人生的真諦苦集滅道: 華嚴經四聖諦品講記海雲繼夢著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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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松根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亞洲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沾美藝術庭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特狄克瑞藝術服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空庭書苑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8706 終身學習與推廣教育: 迎向學習社會李斐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9224 中國之所以是中國的九百世因楊冀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5962 天醒之路. 第一部 蝴蝶蘭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501330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9501323 君九齡 希行著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9614283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9614290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9614306 獨闖天涯 蝴蝶藍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9614368 SOTUS. 第二部 BitterSweet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375 SOTUS. 第二部 BitterSweet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399 一年生. II, 心的選擇 BitterSweet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9614405 一年生. II, 心的選擇 BitterSweet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9614429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436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443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14450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9614474 美人戾氣重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9614481 美人戾氣重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9614498 美人戾氣重 溪畔茶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614528 打火機與公主裙. 第一部, 荒草園Twenti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14535 打火機與公主裙. 第二部, 長明燈Twentin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14566 啞舍 玄色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9614573 人不知. 第一部, 殊形卷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14580 人不知. 第二部, 詭色卷 貳十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614603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9614610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9614627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9614634 海棠依舊: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關心則亂著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7928 摃槌仔龍Chhōe媽媽 Tâi-oân ê ma-ma文; A-ú圖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知翎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6

亞細亞國際傳播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桃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性理大學籌備處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802 玩美生活真心成藝: 樹人國小師生版畫作品集吳鴻滄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81755 用獨奏吉他來突飛猛進!: 為提升基礎力所撰寫的獨奏練習曲集!トモ藤田作; 柯冠廷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762 吉他無窮動「基礎」訓練: 效果極大的不停歇練習道下和彦作; 梁家維翻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6581779 用大譜面遊賞爵士吉他!令人恍然大悟的輕鬆樂句大全亀井たくま作.演奏; 柯冠廷翻譯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9488 Study fun executive editor Lydia Tsai 1st ed. 精裝 第8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0355 林銘賢記錄台灣畫集 林銘賢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310 烏克麗麗幻想. 1: 航海日誌專輯全曲目樂譜集蔡晧怡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00506 超日本近現代史 河合敦監修; Sideranch繪製; 李惠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513 圖解PRO作曲法 梅垣ルナ著; 黃大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520 圖解工業製圖 西村仁著; 洪淳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537 動物素描 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羅嵐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00544 日本式建築改造法 田園都市建築家之會作; 朱炳樹譯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551 照明魔法 村角千亞希作; 李璦祺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568 圖解紅樓夢 楊雅筑, 易博士編輯部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575 圖解鐮倉.室町時代 河合敦作; 陳念雍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800605 風景素描 傑克.漢姆(Jack Hamm)著; 陳冠伶譯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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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魚數位影音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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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存冊數共計：3

門得揚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怡情園藝術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府都建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典絃音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卓著



9789869149846 相約在妹克窪 張桂杰著 平裝 1

9789869149853 流浪漂泊的白馬 張桂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6954 「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18王榮基等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0818 詹喻帆-時空造境: 新古典平行劇場李宜洲總編輯; 林宥汝, 曹可欣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940 這一次,可為愛重來 卡洛.布魯金斯(Cara Brookins)著; 戴榕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88 咖哩泰后 于美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995 木工: 從基礎開始到製作傢俱 金信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16 甜素烘焙實驗室: Vegan的創意純素蛋糕朱芳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23 讓專業的來！健身靠教練 Dr.S運動先生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30 我只想跑贏我自己: 夢想靠意志也要搏到底!林義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47 客家廚房經典 : 食在台灣客家庄,傳承百年鹹香好滋味台灣客家美食交流協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654 別讓腸道不開心: 人體免疫力70%來自腸道,讓腸胃專科醫師帶你,遠離便秘、腸燥、痔瘡、沒胃口聯新國際醫療壢新醫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7105 今生與師父有約. 十一 張昌邦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398 愛情,就差一步你向前 午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304 我的世界，你不能只路過 夏晴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311 我的隱婚日常 七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0328 五年後，等妳 吳夏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09644 聽說讀寫全方位快樂學習英漢辭典劉文忠主編 第1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法鼓山文化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雲畫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亞博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宜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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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98224 中醫體質養生隨身查 胡維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231 走進孩子的孤獨世界: 瞭解自閉症的第一步賈美香, 白雅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248 讓膝關節不老的自我保健療法郝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987626 好讀雜阿含經. 第二冊: 緣生緣滅原來如此. 卷十一至卷二十(劉宋)求那跋陀羅尊者翻譯; 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編註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55 禪的世界 聖嚴法師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5987862 幸福告別: 聖嚴法師談生死關懷聖嚴法師著; 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79 梵唄50問 法鼓文化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86 無盡燈: 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王友奎等作; 釋果鏡, 廖肇亨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893 生死皆自在: 聖嚴法師談生命智慧(大字版)聖嚴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987909 抱疾遊高峰 聖嚴法師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79716 城市.探索家: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3版 平裝 2

9789865879723 城市.探索家: 西雅圖.溫哥華.美西北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1版 平裝 2

9789865879730 城市.探索家: 大阪.京都.關西廣域楊春龍文字攝影 第13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578397 維摩詰經的故事(國語注音)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380 毘尼作持要錄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72 素食的利益 廣化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89 大道堂養生理論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496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詔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564 宗鏡錄 (宋)智覺永明延壽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865645571 宗鏡錄 (宋)智覺永明延壽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865645588 宗鏡錄 (宋)智覺永明延壽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9789865645595 宗鏡錄 (宋)智覺永明延壽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865645601 宗鏡錄 (宋)智覺永明延壽大師著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865645625 佛學常見詞彙 陳義孝居士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632 慈悲三昧水懺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656 朝暮課誦本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663 北斗七星延命經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694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724 蒙山施食唸誦說法儀蒙山施食儀軌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731 大方等大集經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初版 精裝 上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和裕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法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采葒

金塊文化



9789869473668 大方等大集經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645748 不可思議之念佛功德: 黃錫勳醫師的生平與往生經過黃施翠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762 瑜伽焰口施食要集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779 金剛經講義 江味農講述 二版 精裝 1

9789865645793 毗尼日用切要解;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809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816 無量義經;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823 大乘妙法蓮華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847 十一面觀音經: 附卻溫黃神咒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885 淨心誡觀法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892 菩薩瓔珞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908 佛說海龍王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5645946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953 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合刊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45960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一冊, 卷一-卷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977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二冊, 卷十一-卷二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二刷 其他 1

9789865645984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三冊, 卷二十一-卷三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5645991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四冊, 卷三十一-卷四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301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五冊, 卷四十一-卷五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318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六冊, 卷五十一-卷六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325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七冊, 卷六十一-卷七十(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332 大方廣佛華嚴經. 第八冊, 卷七十一-卷八十一(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437349 大方廣佛華嚴經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9437356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613 五經合刊: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佛門必備課誦本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3620 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佛母準提焚修悉地寶懺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682 五斗真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3699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佛說莊嚴王陀羅尼經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609 三官感應妙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616 佛說大乘戒經.佛說淨業障經.佛說受十善戒經.無盡意菩薩經.不退轉法輪經五合刊初版 精裝 1

9789869539678 佛說百佛名經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685 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106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4120 三合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4137 關聖帝君救劫文覺世真經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4144 城隍明道經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2076 養錢練習: 10大理財好習慣讓你有錢花李柏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48

送存冊數共計：53

法意資產管理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明新電腦排版印刷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3414 唐宋八大家 陳國慶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3421 孫子兵法講義. 下冊(第三、四部)馬駿主講; 陳國慶筆記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609 永續發展與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62 初曉: 長榮大學美術學系畢業作品集. 107級長榮大學107級美術學系學生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8593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十三屆陳璧清等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806 五代中醫救命之方 張維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37 拍拍瘦 田宜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68 (超高效)女子瘦身肌力訓練: 先練核心深層肌、再練單一部位!改變肌力訓練順序，成功瘦出微肌曲線Mayumi監修; 蔡麗蓉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75 自在生活: 涓涓的101道家傳好味胡涓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5882 在還能愛的時候: 癌症病房心理師的32則人生啟發江伽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899 無麩質的原味食材烘焙課: 用米穀粉取代麵粉、堅果和椰子油取代奶油，打造52道低過敏食材的獨家甜點配方馮晏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002 自然風!韓式擠花蠟燭: 細緻擬真X永久保存，激發烘培&手工皂玩家創作靈感的豆蠟裱花書Joyce Wang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026 嗅聞高手: 跟著狗嗅世界,打破人類對氣味的理解限制亞歷山德拉.霍洛維茨(Alexandra Horowitz)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033 跟著醫師安全學登山 林青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8040 香料食療不生病: 用廚房常見的香料做料理,減壓、補血、除濕、排毒、治小病歐陽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8057 自己醃: DIY醃蘿蔔乾、梅乾菜、酸白菜、筍乾、鹹豬肉等34種家用做菜配料徐茂揮, 古麗麗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8064 Kokoma汪喵星人療癒系甜點 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08127 東京最強UNIQLO街頭魅力穿搭術上下UNIQLO穿搭社著; 白璧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08134 奇幻小鎮大發現: 龍的時代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nski),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nska)作; 采實文化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8141 奇幻小鎮大發現: 現代世界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nski),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nska)作; 采實文化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08158 奇幻小鎮大發現: 西元3000年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nski),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nska)作; 采實文化編輯部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27715 噴火龍來了 亞當.路賓(Adam Rubin)文; 丹尼爾.塞爾米埃瑞(Daniel Salmieri)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713 哈佛媽媽的海豚教養法 席米.康(Shimi K. Kang)著; 洪慈敏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幸福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采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美術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長榮大學國企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大學永續教育學院



9789869476720 用空服員說話法輕鬆搞定各種人加藤茜作;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744 權力遊戲的極限生存法則 崔維斯.蘭里(Travis Langley)著; 姚怡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751 露比任務: 培養孩子邏輯思考的程式尋寶記琳達.莉卡斯(Linda Liukas)文.圖; 顏嘉儀, 顏敏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476768 做皂不NG,娜娜媽天然皂獨門祕技娜娜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775 生病,是人生的暑假 樋野興夫作; 王詩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782 28天消除脂肪肝: 4週養肝計畫X80道保肝降脂食譜，step by step讓「肝」速瘦，搶救健康克里斯汀.柯爾派翠克(Kristin Kirkpatrick), 易普欣.漢諾納(Ibrahim Hanouneh)作;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799 餐桌上的77個料理常識. 上, 基本料理篇la main雜誌編輯部作; 黃薇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04 餐桌上的77個料理常識. 下, 海鮮料理篇la main雜誌編輯部作; 黃薇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11 小腿肚6大經穴對症按摩 小池弘人, 市野小織作; 李池宗展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28 0~5歲味覺平衡訓練法 TOKEIJI千繪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35 雜貨風色鉛筆練習手帖 金慧彬著; 陳品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42 筋膜線身體地圖: 修復．活化．鍛鍊，３階段提升主宰人體關鍵動作的８條筋膜線，釋放全身疼痛，提升運動表現凃俐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59 日本精神科名醫一個月，從癌症生還渡部芳德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66 從自我苛求中解放出來 弗雷德里克.方熱(Frédéric Fanget)作; 周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73 釋放疼痛的5分鐘速效伸展 文熏基作; 林育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80 我想住在「無印良品之家」 藤田Amii作;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1897 一張問卷讓新客變熟客 小林未千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19 讓小小孩瞬間聽話的說話公式喬安娜.法伯(Joanna Faber), 茱莉.金(Julie King)著; 鄭百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26 低醣.生酮常備菜 彭安安, 賴美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33 祈禱,就是接受宇宙能量 曼弗瑞德.摩爾(Manfred Mohr)作; 黃慧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40 噴火龍來了. 2, 夾餅救援小隊出動亞當.路賓(Adam Rubin)文; 丹尼爾.塞爾米埃瑞(Daniel Salmieri)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25664 EMBA沒教的44則人性領導法則拉維.古達(Ravi Gupta)作;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71 50歲開始，不過配合別人的人生名取芳彥著;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88 燃脂生酮: 21天啟動計畫 諾拉.蓋朱達斯(Nora Gedgaudas)作;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5695 常備鍋料理全書 陳姬元作;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07 總是精神百倍的人，吃的跟你不一樣？柴崎真木作; 趙君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14 為什麼一流主管都用跨頁週間行事曆?田島弓子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21 日日食療: 42道療癒身心的對症家常菜陳峙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38 心理界限: 尊重自己的意願，3個練習設立「心理界限」，重拾完整自我楊嘉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45 韓國第一品牌天然手作保養品170款獨門配方蔡柄製, 金勤燮作; 黃薇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52 辦到了日記: 1天5分鐘,列「辦到了清單」,聚焦累積「小成就」位成功扎根永谷研一作; 鍾嘉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69 拉背調整小姿勢,拯救痠麻痛 仲野孝明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76 靈魂契約 丹妮爾.麥金農(Danielle MacKinnon)著; 謝佳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83 我用管理心法帶孩子,不補習應屆上哈佛廣津留真理著;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7390 前彎: 最強舒筋活血法 谷啓嗣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23 低糖.生酮10分鐘甜點廚房 彭安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30 憂憂熊的不憂愁人生哲學 小鳥遊志穗作;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47 按壓手穴道,釋放壞情緒 加藤雅俊作; 胡汶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78 暢銷作家的21堂繪本寫作課 安.惠特福.保羅(Ann Whitford Paul)作; 謝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85 當時拒絕就對了 應衛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092 營養素食療法 細川桃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08 派皮點心 新田亞素美作; 連雪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15 陪伴失智媽媽55則照護筆記: 醫生無法教的照護方案,真實日本上班族離職照護失智媽媽的親身經驗分享。工藤廣伸著;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22 聚焦20%高密度工作力 古川武士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39 小咖的我，今天也很好： Juno作;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46 款待生活の小鍋料理 渡邊真紀作;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53 轉背,最強鬆筋解痛法 石垣英俊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77 阿里巴巴用人術: 馬雲的獨門識人用人戰略，打造最具競爭力的核心團隊陳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84 當父母罹癌時: 照護、溝通、醫療、心理狀態......40歲子女應該要懂的人生中場功課。山口建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191 聽,動物想說什麼?那些讓動物們好煩腦的事洪藝之文; 丁一文圖; 林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07 活化失智大腦的撫觸療法: 每天搓揉背、足、手十分鐘，就能改變失智者的表情與行動！鈴木瑞枝監修;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14 當失戀的我遇上尼采 原田MARIRU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21 敲療: 經絡對位敲打法 王金信, 李可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38 青蛙鏡子 黃志英文.圖; 徐小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45 護理師的無麵粉低醣烘焙廚房郭錦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52 動物園刷牙日 蘇菲.薛華德(Sophie Schoenwald)文; 鈞特.亞可伯斯(Günther Jakobs)圖; 林硯芬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950269 矽谷爸爸的超強孩子思維訓練課趙昊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76 五秒法則: 倒數54321,衝了!全球百萬人實證的高效行動法,根治惰性,改變人生梅爾.羅賓斯(Mel Robbins)著; 吳宜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83 小寶貝,當我遇見你 金永鎮文.圖; 林侑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290 困在大腦裡的人 安卓恩.歐文(Adrian Owen)著; 王念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06 日本街角圖鑑 三土辰郎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37 小陽台の療癒花園提案 山元和實監修; 賴惠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44 選擇住在小房子 加藤郷子作; 游韻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51 日本廚藝教室首席的控溫烹調料理筆記水島弘史作; 何姵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68 71隻小羊踢足球 巴布羅.艾爾伯(Pablo Albo)作; 谷瑞迪(Guridi)繪; 陳伊莎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950375 高敏感卻不受傷的七日練習: 強化心理韌性，做個對外圓融溫柔，內在強大堅定的人根本裕幸作; 葉廷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50382 不知道哪一天會分開,但不是今天: 寫給無能為力的世代，即使疼痛，也要痛得最美F作;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15745 人工植牙停看聽 謝彥中等撰稿; 呂國富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7737 三界埔手記 魏世賢文.圖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85271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紀念專刊. 2018張宇馨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626 觀議課實務手冊 高雄市教師會輔諮小組等作; 董書攸主編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全國教師會

送存種數共計：73

送存冊數共計：73

口腔植體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大智慧養生協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80586 公雞不見了 宋秀齡, 詹蔚平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516 與聖同行: 生命工作者的自我修煉之道龔萬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3304 臺灣建築物防火材料產品型錄. 2017年度林慶元總編輯 第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8311 智慧服務產業白皮書. 2018: 服務型機器人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服務推動委員會編著平裝 1

9789868868328 智慧製造產業白皮書-智慧裝備. 2018: 機器人製造系統應用於中小型企業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編著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8300 南投民宿小旅行 曾喜鵬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8811 戒殺與吃素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118811 戒殺與吃素 念翼居士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311 建築園冶獎. 2018: 智慧綠建築 友善心環境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總編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208 新北市醫師公會七十年紀念專刊: 新北市醫療發展史梁妃儀, 鄭俊堂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冊數共計：1

身心障礙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家庭情緒智商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高市建築經營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北市醫師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投縣民宿觀光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念佛禪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台灣防火材料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2808 思念的葫蘆墩圳 陳清龍故事; 林美蘭文字; 柳惠芬繪圖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601 植牙美學臨床解析 沈育群等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765 智慧旋轉門 陳德筠作; 張馨云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9994 軍事佔領下的臺灣(1945-1952)許文堂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0223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專輯. 第三輯社團法人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5110 我的西班牙語寶典. A2.1 林玉葉[作] 平裝 1

9789869495165 Toreo Clásico Contemporáneo author José Campos Cañizares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3621 寰宇領航 淬鍊前行: 長榮船舶集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96664 萬物互連: 行動網路時代的產業變革與趨勢宋傑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671 比Tensorflow還精美的人工智慧套件: PyTorch讓你愛不釋手陳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688 無人駕駛真的來了: 第一本從技術面深入的實作書劉少山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695 Google御用Android開發語言: Kotlin一書搞定歐陽燊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701 重生.浮線: 如詩交織的線條 光諸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718 最簡單的整合框架: Vue.js立即成為前端高手梁灝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725 JavaScript再上一層樓: 用新一代Node.js把後端也搞定李鍇編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臺書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南市淨宗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教授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長榮海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佳魁資訊



9789863796732 All in One: Excel 2016 洪錦魁著 平裝 1

9789863796749 瘦身級之OpenStack: oVirt/KVM架站技術輕鬆學何坤源原著; 胡嘉璽改編 平裝 1

9789863796763 打造理想家居: AutoCAD實戰指南,從紙上看出未來的家林妍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770 瘋設計: 盡情揮灑創意,創造藝術新價值FUN DESIGN設計團隊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787 經典實戰手冊: AngularJS全攻略姜琇森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794 大數據的下一步: Spark MLlib機器學習實戰技巧大公開王曉華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800 不需要Hadoop : 用Excel+VB更高竿玩轉大數據朱正和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817 完全掌握: 最強3D視訊處理技術書安平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824 人工智慧高手書: 深度學習之識別及最佳化焦李成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831 穿戴式裝置 : 智能化如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徐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848 百億造訪還能正常運作: 全球最大購物網站技術公開張開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855 學會TensorFlow之後呢?最尖端的21個夢幻範例實作何之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862 前端三大王者之React跨多螢實戰入門張益琿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879 物聯網原來這麼近: 立即手動實作一個黃峰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886 沒有終點的陸途 陳浪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96909 大數據時代的資料庫處理: Spark SQL親自動手做紀涵, 靖曉文, 趙政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916 翻轉iOS: 使用Swift開發感測器應用關東升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923 遊戲大師天堂路: 只有Unity Shader才能超越Unity馮樂樂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3796930 比特幣out、乙太坊in: 超越交易實作區塊鏈技術吳壽鶴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947 Python量化投資縱橫金融: 從程式到現金之路王小川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6954 不只是金融商品: 區塊鏈技術用程式碼實作黃連金等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961 創客高手報到: 17個超吸睛Maker實作全收錄無線電編輯部編著 平裝 1

9789863796985 自己動手做主角: MAYA 3D動畫X建模精彩技巧吳旻書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6992 圍棋世界: 天才棋士李昌鎬的基礎圍棋課李昌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005 給設計的你: 帶你窺見設計的完整輪廓裴恩設計事務所編著 其他 1

9789863797012 歐巴玩韓國: 達人精選11條冬季攻韓必遊路線王百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97029 與上帝的契約 胡安.高美(Juan Gómez-Jurado)著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794 膽固醇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井藤英喜監修; 林雅惠翻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00 血壓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 半田俊之介監修; 胡慧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24 血糖(糖尿病)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井藤英喜監修; 林雅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17 尿酸(痛風)完全控制的最新療法谷口敦夫監修; 張秀慧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7631 為什麼你動不動就感冒？ 楊素卿, 黃宗瀚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7648 沮喪吧，沒關係的。 KAORI, YUKARI作; 胡慧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7655 獻給家有小孩的父母：這些「看不見」的能力，比成績更重要！田嶋英子著;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5005 彫塑詩集: 當台灣詩人李魁賢遇見義大利彫塑家艾倫.德梅茲尚赫德, 尚畫廊團隊編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34

送存冊數共計：34

幸福綠光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尚赫德藝文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538 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 姜慧珍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30194 佛說阿彌陀經淺釋 林看治講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599889 發展性社會工作: 全球應用.發展對話黃琢嵩, 鄭麗珍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0307 傳承 陳榮俊等撰文 初版15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40624 花蓮粥會暨全球粥友書畫展專輯彭明德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872 護花保鑣 莫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889 重婚生活有點甜 季可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896 愛情對手戲 茱麗.詹姆斯(Julie Ja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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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42882 心底鏡,霧滿天! 蔡澤民著 第一版 平裝 2

9789868942899 風過竹林盡成憶 蔡澤民著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89487 不可不知的全民英檢初級字彙Francy Fang總編輯 平裝 1

9789865889494 不可不知的英文片語 Francy Fang總編輯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臺灣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青蓮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欣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長頸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花縣花蓮粥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果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松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瑩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546 怪怪鳥朋友 菲歐娜.萊姆特文; 諾伊兒.斯密特圖; 阿默編輯室譯.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46439 小雪會墮入地獄嗎 藤原飛呂作; Akane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6484 不思議國的有栖川同學 尾崎晶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491 穿西裝的惡魔 村上美智子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507 蘭與葵 上田倫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514 兩小無猜。: 純真之戀 星森雪最作; 陳嘉珊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6521 UNDER HERO檯面下的英雄 高田理惠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538 先脫掉再說吧? 三宅円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545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藍川沙季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552 被時間遺忘的公主: 時緒緣起譚坂口一克原作; 荒卷美由希作畫; 秦不虫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569 這場戀愛是今天的作業 吉岡李李子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576 做我的奴隸吧！ 櫻乃美佳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583 總是滿腦子都是你。 吉岡李李子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590 Coffee & Vanilla咖啡和香草 朱神寶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606 謎樣的房客 官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613 男友來自古代,好像可愛到爆?龍雲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637 狐狸作者與書蟲編輯的滿分戀愛靜沐暖陽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644 狐狸作者與書蟲編輯的滿分戀愛靜沐暖陽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651 戀上眼鏡男子的書店 内田つち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668 男友女友。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675 小迷糊的戀愛算式Sigma 桑玠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746682 櫻花紅茶王子 山田南平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746699 9: 相戀在有妳的地方 京町妃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6705 也許、我不愛你。 花野里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6712 妳什麼都不知道 花野里紗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729 新白袍之戀: 新婚醫生的愛情雜症林久美子作; 蘇涵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6842 Fate / EXTRA ろび～な, TYPE-MOON, Marvelous作; 魏子珊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221 DNF零級領域 文龍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252 紈絝改造計畫之機智的校園生活七杯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245 有貓咪的寫作本舖 楊寒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6996 我們的愛情不正常 安藤夏美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115 不要哭,寶貝 山本アタル作; 蔡雨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122 魔界王子 雪広うたこ作; 高殿円原作; Akane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747139 笨蛋全裸向前衝 入間人間原作; 井田博人漫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146 輕啃花戀 加賀八娘作; lingosou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47153 貪戀的熱帶魚 北川美幸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47160 我的狼同學 野切耀子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冊數共計：2

阿默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長鴻



9789864747184 佐野同學你好壞 千里美子作; RI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191 男孩味道好甜喔。 野乃子作; 陳嘉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207 舔妳、咬妳、偶爾愛一下 湯町深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214 現充君與童真君和 鹿谷サナエ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238 魔法師的乙女冒險 夢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747269 仇敵哪有那麼萌? DARK櫻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276 好色上了癮 接骨木花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283 照顧沒那麼簡單 栄羽弥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290 夜蝶浸濡花蜜中 綿見唯作; 蒼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06 新學生會的一存 葵せきな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作畫; 豬排飯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47313 青梅竹馬變成我的小狗了。 真村澪作;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20 奇蹟滿屋 畑亜希美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37 16歲、我瞞著他和你接吻 今澤舞衣子作; NAN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51 單戀迷路 友江文作; 盧昀詩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68 和美少年從姊弟開始 惠蘋果作; 耕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75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渡邊志穗作; 曲冰熙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47382 他...實在太厲害了♡ 美櫻芹菜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47399 任性男痴情戀愛了 箕野希望作; 優希米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570 世紀.王大閎 王大閎等十九人著; 郭肇立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594 影像軌跡.策展美學: 春之當代藝論. 2015-2016龔彥等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05 蘭亭序是怎麼到博物館? 陳玉金作; 黃麗珍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9712 背後的故事 徐冰, 蒂莫西.穆雷等著; 毛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9729 誰怕當代藝術! 安景輝(Kyung An), 潔西卡.瑟拉思(Jessica Cerasi)作; 金振寧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77525 正經奇穴針灸臨床應用 邱九桁主編 精裝 1

9789868977525 正經奇穴針灸臨床應用 邱九桁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302 宜蘭縣兒童少年文學史 邱阿塗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9201 召喚奇蹟的圓夢說話術 佛羅倫斯.斯科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陳師蘭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29225 第一次生酮就上手: 完美燃脂菜單106道曾心怡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宜縣文藝作家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柿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4

典藏藝術家庭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延齡國際醫療集團



9789869629232 願望煉金術 珍娜維弗.貝倫德(Geneviève Behrend)著; 張家瑞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249 神靈臺灣 : 第一本親近神明的小百科林金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9256 膽固醇其實跟你想的不一樣! 吉米.摩爾（Jimmy Moore）, 艾瑞克.魏斯特曼（Eric C. Westman）著; 李明芝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270 良心醫方.37年耳鼻喉科醫師的不生病體質修護祕訣羅仕寬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004 大荼吉尼天王神變陀羅尼經 董翠齡、陳怡寧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541 最奇特的民族以色列: 被亞述、巴比倫、希臘、羅馬帝國征服卻奇蹟復國的祕密穆宏志(Jesús M. Muñoz, S.J.)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3562 Life Organize好感生活規劃教科書: 整理思維再整物,一勞永逸的科學化收納法!主婦之友社編著;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生活規劃師協會監修; 亞緋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373579 質感穿搭必備!聰明衣飾保養祕笈中村安秀, 森恵美子監修; NHK出版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4200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24: 氣質甜美貝殼包x布料Max素材包款x甜蜜婚禮布小物＿Cotton Life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217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25: 自在風尚旅行包x輕鬆外出隨行款x傳遞心意手作禮Cotton Life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224 打造名牌質感手作包 施妙宜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231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26: 都會百搭波士頓包x特色口金手拿包x現代感摩登拼布包Cotton Life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248 樋口愉美子的立體花草貼布繡樋口愉美子著; 劉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255 Cotton Life玩布生活. No.27: 率性魅力馬鞍包x朝氣輕旅後背包x零負擔運動用包Cotton Life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44262 最愛口金包 艾娜娜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88552 原色常用中藥圖鑑 顏焜熒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388569 臺灣地名辭書. 卷四, 屏東縣 黃瓊慧等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8576 臺灣地名辭書. 卷五, 高雄縣 吳進喜撰述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6388583 臺灣地名辭書. 卷六, 澎湖縣 郭金龍等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8590 臺灣地名辭書. 卷七, 臺南縣 林聖欽等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8606 臺灣地名辭書. 卷十, 南投縣 羅美娥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8613 臺灣地名辭書. 卷廿一, 臺南市許淑娟等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88620 臺灣地名辭書. 卷八, 嘉義縣 陳美鈴撰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6388637 日本建築史序說 太田博太郎著; 黃蘭翔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南天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日文本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飛天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洞山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星火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1709 有溫度的台灣史 楊渡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631730 夢遊大地 米亞.科托(Mia Couto)作; 金心藝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85250 台灣的泉州人專集 漢聲雜誌社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7410 青春嶺: 藝術新星. 2018 花季琳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1293 給幼兒園畢業的你 形草著; 黃皓星插畫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9412 都是逆行惹的禍: 靈魂的星座重修課韓良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0071 還珠格格. 一, 陰錯陽差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88 還珠格格. 二, 水深火熱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0095 還珠格格. 三, 真相大白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6707 還珠格格. II. 一, 風雲再起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一冊 1

9789869606714 還珠格格. II. 二, 生死相許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二冊 1

9789869606721 還珠格格. II. 三, 悲喜重重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三冊 1

9789869606738 還珠格格. II. 四, 浪跡天涯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四冊 1

9789869606745 還珠格格. II. 五, 紅塵作伴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五冊 1

9789869606752 還珠格格. III, 天上人間之一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06769 還珠格格. III, 天上人間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06776 還珠格格. III, 天上人間 瓊瑤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9439145 我的故事 瓊瑤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9439374 春天的惡魔 莉莎.克萊佩(Lisa Kleypas)著; 康學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398 亥時蜃樓 尹梨修著; 林季妤,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卷2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南方家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春生原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瓜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英文漢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科元藝術中心



9789579439404 亥時蜃樓 尹梨修著; 林季妤, 莊曼淳譯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579439411 東門市場三代肉舖接班人的豚食好滋味采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439428 不能沒有妳 克莉絲汀.漢娜(Kristin Hannah)著; 康學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848086 塔羅占卜全書 魯道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0859 印象停格: 莎莉.曼恩攝影回憶錄莎莉.曼恩(Sally Mann)作; 王婉卉, 王冠中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0866 酮體入門: 限制醣類為什麼會變健康呢宗田哲男監修; 胡汶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76724 驚濤艦魂側寫實錄 張明初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5532 相遇這一刻，世界轉動 舒果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356718 薔薇鄰人 凝微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19 苦茶布安的獵物 沙棠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26 朱夏色的謊言 佐渡遼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33 天啊!這不祥的愛情 談惟心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40 牙醫偵探: 釐米殺機 海盜船上的花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57 三億元事件: 獸人推理系列 沙承橦.克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64 你擁抱了我的青春 倪倪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71 藥師偵探事件簿: 請聆聽藥盒的遺言牛小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88 願成青鳥伴你飛翔 超棒眼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2195 花給樹梢染上絢爛 沾零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06 決鬥吧!我的美男室友 花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13 哀凋 蔚夏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20 聽你歲月如輕歌 佐緒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69337 學園寶藏代號「C」. I: 澍澤高中寶藏傳說海犬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772 生命的能量 弗拉狄米爾.米格烈(Vladimir Megre)作; 王上豪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761486 歐洲全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8

活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拾光雪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珊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星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要有光



9789575761493 Map of USA美國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09 MAP OF JAPAN日本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16 Map of TOKYO東京街道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23 韓國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47 世界地形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54 德國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78 越南、寮國、柬埔寨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585 英國、愛爾蘭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608 澳洲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615 台灣全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646 洛杉磯街道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653 台北市街道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684 倫敦街道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691 香港、九龍街道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714 京都街道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9789575761738 上海市街道地圖 劉斐青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77057 小鯨魚找媽媽 越智隆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064 海豚不見了 越智隆治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125 香草味臭鼬 Raffaella Bertagnolio, Madeleine Brunelet作1版 精裝 1

9789579077132 巧克力山怪 Raffaella Bertagnolio, Florent Begu作1版 精裝 1

9789579077149 臭腳丫騎士 Raffaella Bertagnolio, Laurent Richard作1版 精裝 1

9789579077156 寶藏在哪裡 Maple Lam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163 我的60個趣味大發現: 飛機場 Phillipe Godard, Julie Mercier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170 我的60個趣味大發現: 能源保衛站Delphinc Godard, Pierre Caillou作1版 精裝 1

9789579077194 出發！環遊世界大冒險立體書Bertrand Fichou, Clair Le Meil作 1版 精裝 1

9789579077200 數一數找一找眼力大考驗. 1, 世界動物瑪麗安.皮法黑提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9077217 數一數找一找眼力大考驗. 2, 學校生活洛荷.杜.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062594 街頭攝影的原點 蔣易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68619 鈴蘭的調香師 羽千落作 一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75143 尋找身體 ウェルザード作; 王美娟譯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75327 不做第一的教養哲學: 尊重不放縱,中西教育文化大融合龍包媽著 1版 平裝 1

9789571076140 圖解紫微斗數入門全書 善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77239 愛的現在進行式 韓珍妮作; 朱崇旻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8175 殺戮重生犬屋敷 奧浩哉著;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1078243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1078472 悖德的基因枷鎖 アカギギショウ作;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小光點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尖端



9789571078632 先別說這個了,你有聽過安價嗎?啞鳴, 迷子燒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189 別相信自己 艾蜜莉.巴爾(Emily Barr)作; 林力敏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079714 新海誠美術作品集 空之記憶-The sky of the longing for memories新海誠作; SCALY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79981 層層疊甜點 : 輕鬆做‧大口吃，日本療癒系鏟式蛋糕食譜西山朗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277 魔獸世界編年史. 卷二 克里斯.梅森, 麥特.伯恩斯, 羅伯特.布魯克斯作; 甘鎮隴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080307 一怒成仙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413 絕頂桃花 瀝青作 1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080468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蝸牛くも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0543 郭昱晴的(袖珍小物) : 帶您進入迷人舒壓的娃娃屋世界郭昱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0680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了。 卵山玉子著; 柯冠廷譯 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0697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蘇募ロウ作; 林呈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0710 邊緣行動 芝村裕吏原著; キムラダイスケ漫畫; 柯冠廷譯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0826 3月的獅子 羽海野千花作; 蔡雅婷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0888 坂道上的阿波羅 小玉由起作; 林星宇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0925 二流人生 文字慾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932 房式深蹲 房思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98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練到LV MAX森田季節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0994 鬼矇眼 尾巴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007 校園七大傳說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014 滅門 尾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021 自殺預定日 秋吉理香子作; 李惠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038 藍玫瑰不會沉眠 市川憂人作; 黃永定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083 野蠻進行曲 薇多利亞.舒瓦作; 黃涓芳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106 弘兼憲史の男人本味 弘兼憲史著; 林慧雯翻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44 哥哥 はらだ原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68 赤色劇場 緒川千世作;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182 我的第一次全都被他奪走 五月女えむ著;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205 這就是戀愛! 神田猫著; 熊次郎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212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1081229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1081236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1081243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1081250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1081267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1081274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1081281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1081298 武動乾坤 天蠶土豆作 1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1081366 女王陛下的親密室友 佐倉リコ作; 平川遊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410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矛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1081427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妄言錄渡航原作; 佳月玲矛漫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108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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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571081472 流汗吧!健身少女 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MAAM作畫; 泪紫音譯1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1496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爆焰! 暁なつめ原作; 森野カスミ漫畫; 泪紫音譯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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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冊 1



9789571081557 美食的誘惑 赤星ジェイク譯;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564 無法置啄的愛 彩景でりこ著;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588 Season春夏秋冬 麻生ミツ晃著; AKIRA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595 夜光 張恒原著; 川千丈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601 編輯的暫定情人_Desire★Star 夏天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625 法式餅乾杯 : 攪拌均勻就OK!經典配方變化出33款能吃能喝的創意小點心Sabrina Fauda-Role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632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1081649 王牌酒保a Tokyo 城安良嬉原作; 加治佐修著; 游若琪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1663 元氣滿滿 : 吳元元寫真書 吳元元, 莉奈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670 第一次就這麼激烈可以嗎? 佐々川かのこ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687 GREEN CONTRAST翠色眼瞳 西尾メシ著;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1694 GREEN CONTRAST翠色眼瞳 西尾メシ著;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1700 秋山同學 のばらあいこ著; 木易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1717 秋山同學 のばらあいこ著; 木易譯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1724 鳴鳥不飛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1731 YOUNG BAD EDUCATION ダヨオ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748 YOUNG GOOD BOYFRIEND ダヨオ作; K.T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755 巧克力 草莓 香草 彩景でりこ作; H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762 罪人 金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779 Steins; Gate命運石之萌!. 2 5pb.xNitroplus原作; nini作;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81786 MOZU流微縮場景模型解體真書水越清貴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793 鏡頭轉接環百科: 打破廠牌隔閡,更自由地享受攝影創作的樂趣澤村徹作; 林克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809 推理要在殺人後 小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1816 OPUS-地球計畫 月亮熊, SIGON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1823 憶語尋夢樓 響生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1830 死黨角色很難當嗎? 伊達康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1847 不能被哥哥發現的戀人 成瀨かの原作; 三池ろむこ作畫; 皇子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81854 一怒成仙 桩桩作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1861 越過闇夜 亞莉珊卓.布拉肯作; 甘鎮隴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878 隨憶鑒古堂 筆尖的軌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892 冥寂之軍 莎曼珊.夏儂(Samantha Shannon)作; 甘鎮隴譯1版 平裝 1

9789571081908 1006的房客 影視改編小說 方婕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081915 黃昏流星群 弘兼憲史著; 許嘉祥譯 1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1081922 南Q阿傳 光永康則著; 游若琪譯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1953 落第騎士英雄譚 海空陸作; 堤風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1960 執事的私密服侍_Desire★Star M.貓子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977 機長的豪華服務_Desire★Star 羽宸寰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1984 在我眼中閃耀的他 槙陽子作; 蔡孟婷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1991 翼與螢火蟲 春田菜菜作; 施凡譯 1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1082004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練到LV MAX森田季節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2028 愛的鼓勵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2035 愛的鼓勵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2042 學戰都市Asterisk 三屋咲悠作; 陳冠安譯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2059 緋彈的亞莉亞 赤松中學作; 陳梵帆譯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1082110 3次元男子戀愛攻略 灰野都漫畫; 小杏桃編劇 1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082127 勇往直前❤灰姑娘 林珉萱作 1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1082134 EVERYTHING晏人物攝影集 晏人物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141 想成為Youtuber,就先和我成為情侶吧!飛魚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158 弱角友崎同學 屋久悠樹作; 楊佳慧譯 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2172 誘捕！不聽話的寵物男孩 小杏桃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189 邊緣女神改造計畫外傳 啞鳴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196 修羅場製造機 フジマコ著; 皇子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226 Re: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二章, 宅邸的一週篇楓月誠漫畫; 長月達平原作; 柯冠廷譯 平裝 第5冊 1

9789571082264 星際大戰: 塔金 詹姆士.魯西諾(James Luceno)作; 甘鎮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271 你的美好,千金不換 穆熙妍作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288 七月與安生 慶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295 很想很想你 墨寶非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301 非常男子高校 吾名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082332 黃金神威 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1082363 哥布林殺手 蝸牛くも作; 黑瀨浩介作畫; 平川遊佐譯1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082387 光合作用Carol's拍立得日記 CAROL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424 玩Minecraft蓋古蹟: 15個台灣古蹟重現技法MayorTW, 王育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431 宇宙兄弟 小山宙哉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1082448 境界之輪迴 高橋留美子著; 王敏媜譯 1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1082462 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零啞鳴小說原著; FAN漫畫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509 高警官事件簿之臺灣社會奇案高仁和著; 怪盜紅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516 20072017 ヨネダコウ著; 藤崎スグル譯 1版 平裝 1

9789571082523 東京喰種: re 石田スイ原作; 賴思宇譯 1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1082530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 沖本秀, 亞樹直作; 涂翠花譯 1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1082554 Op夜明至的無色之日 ヨネダコウ作; 藤崎スダル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2769 尼爾: 自動人形 長話 映島巡作; Runok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844 蓋得像還要蓋得更厲害!Minecraft紅石建築自動機關寶典あち, ハヤシ, ふわパリ伯爵作; 王育貞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868 我的生活不可能那麼壞 Keig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082882 聽見向陽之聲-limit 文乃ゆき作; 田心宇譯 1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082899 小雛菊 洛心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81950 私藏東京: 美學、巷弄、名景、美食的日本品遊散策劉黎兒作.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049 向咖啡大師學習: 從生豆、烘焙、沖煮到拉花，走入12位領潮者的咖啡風味課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162 動手做小朋友點心: 安心、營養的麵團&麵糊百變甜點莊雅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186 越用越好用的廚房道具: 日本職人的日日好器&保養術日野明子作; 陳芬芳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46 小宅放大尺寸關鍵術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60 一人份甜點小烤箱完美烘焙術！: 3步驟就完成，好想跟著做的療癒系甜點大公開陳文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391 展示陳列設計聖經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2704 收納這樣做 秒收不求人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077 餐廳酒吧設計: 人氣設計師的餐飲空間美學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6

送存冊數共計：128

麥浩斯



9789864083121 好吃. 29: Coffee Blend！私房調豆咖啡館裡的靈魂風味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152 冰層裡的航線: 探險家與掠奪者的千年北極史詩菲利普.哈特菲爾德(Philip Hatfield)著; 羅亞琪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083169 讀空氣、探表裏，笑談日本語 : 解讀曖昧日語隱藏真意及文化脈絡的超強辭典Kagami&Co著; 陳芬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176 海鮮料理大全: 日本名廚的經典菜色x創作料理技法中嶋貞治, 上野修, 奧田透著; 周雨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190 知史的古代小劇場: 了解古代雜學與歷史八卦,原來當古人是這麼回事知史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13 老屋新生創業學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20 家的修繕常備手冊 漂亮居家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37 療癒廚房. 2 暴躁兔女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44 Oh! Meringue Kokoma馬林糖奇想Kokom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51 設計政治學 魯本.派特(Ruben Pater)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68 漂亮家居百大設計師. 2018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75 傢具傢飾軟裝陳設全能百科王漂亮居家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282 80萬變3200萬!小資女的包租鍊金術: 從卡奴晉升包租婆的投資紀實,教你買對房子,找好房客,提早退休不是夢里歐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3299 花木修剪の趣味科學 上条祐一郎著; 謝薾鎂, 謝靜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05 球根花卉超好種 謝依庭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12 就是愛住零裝感的家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29 來喝台灣茶! 好吃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36 主廚祕典.杜卡斯摘星食譜: 242張照片圖解、步驟教學重現廚神風範艾倫.杜卡斯(Alain Ducasse)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43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好宅風水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67 好吃. 30: 餐桌上的年菜 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74 解謎世界名畫. 2: 從畫家性格、模特兒、時代背景窺見畫作最深層的靈魂與故事日本博學俱樂部著; 楊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81 熟成牛排聖經: 頂級牛排名店A CUT風味與烹調大全、26道經典套餐食譜全公開A CUT STEAKHOUSE, La Vie編輯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398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隔間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404 50計畫,蓋一棟退休幸福宅 湯山重行著; 張景威, 劉德正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411 癮型人的調酒世界 癮型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428 不藏私創業配方大公開 : 職人的188道手工甜鹹餅乾小烤箱完美烘焙術！陳文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435 一口乾！TRIO'S 101 SHOTS TRIO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459 你還在花大錢做用不到的裝潢嗎?邱柏洲, 李曜輝, 劉真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466 道地南洋風，家常料理開飯！劉明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3473 貓咪這樣吃最健康 蘇菁菁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3480 用香草守護毛小孩 蘇菁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497 西班牙廚神璜.洛卡的低溫烹調聖經: 全球最佳餐廳的低溫烹調、舒肥料理技法全公開璜.洛卡(Joan Roca)著; 鍾慧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503 食物、文化、與戰爭: 十個引爆人類世紀衝突與轉折的食物歷史湯姆.尼倫(Tom Nealon)作; 王潔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510 Herbs香草百科: 品種、栽培與應用全書尤次雄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83527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北歐風空間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083534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工業風空間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541 韓式裱花教主技法聖經: 韓式裱花創始大師的蛋糕裝飾技藝完全收藏版柳河榮著; 高毓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558 看不見的雨林: 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王瑞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565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1: 平面、天花、剖立面圖陳鎔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572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一物多用空間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589 日本料理蔬菜烹調技法大全: 職人必備的蔬菜處理基本知識、刀法、調味、食譜全圖解奧田高光著; 周雨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596 世界知名建築師的提案策略 : 師法全球15大建築師事務所抓住人心的表現心法守山久子著; 石雪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02 玻璃罐微境綠花園: 打造自己的擬縮植物園: 苔蘚.蕨類.多肉.草本.針葉.熱帶植物Noam Levy, Anna Balier作; 謝薾鎂, 謝靜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19 西班牙廚神璜.洛卡的烹飪技藝大全: 全球第一餐廳EI Celler de Can Roca從廚房管理、食材研究到工具運用,75道精緻料理+17種經典醬汁璜.洛卡(Joan Roca)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3626 出杯的勝負!芒果咖啡十六年小型連鎖創業奧義與你沒想過的烘豆經濟學廖思為, 王琴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33 好吃. 31: 幻飲時光─茶、酒、咖啡的Magic Moment！好吃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40 日本妖怪物語 村上健司著; 蘇暐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57 把樹種好: 一本都市中種樹的實戰寶典李有田, 陳鴻楷, 李佩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64 圖解貨櫃商業空間設計: 全台第一本貨櫃屋全解析，從法規、價格、施工到設計,四大關鍵、一次解決!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71 施工疑難全解指南300QA: 裝潢新手必備的第一本工法書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88 玻璃罐調酒派對: 3秒搖出雞尾酒,新手也能輕鬆玩!艾瑞克.普蘭, 喬許.威廉絲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695 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 客廳設計500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701 黃金之城──杜拜: 阿拉伯世界最受矚目的現代化歷程,締造金錢的天堂與煉獄吉姆.克雷恩(Jim Krane)作; 蘇子堯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718 塗料萬用事典: 從塗料挑選、工法到施作程序全解析,創造塗料的驚奇效果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725 屋主都說讚!: 超心機好設計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732 大人的釀酒學 Gather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749 咖啡館創業核心關鍵 王詩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756 外套製作基礎事典 鄭淑玲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083763 低預算裝潢全攻略(新屋&10年內屋齡適用版): 即使只有50萬,STEP BY STEP,聰明花、找對人,打造理想宅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794 給貓主子上菜!: 貓咪飲食專業指南x獸醫營養學博士審定x主僕共享鮮食食譜29道輕鬆煮薇若妮克.雅依亞許(Véronique Aïache), 蘿拉.佐利(Laura Zuili)著; 林惠敏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800 經典手工香皂聖經 石彥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824 日本天皇,原來如此!從生前退位問題探秘萬世一系天皇文化的歷史與發展倉山満著; 陳心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855 房子再小都好住: 做對格局,機能到位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2版 平裝 1

9789864083862 炭烤煙燻大全: 從木材選用、器材操作,到溫度時間掌握的超詳解技巧,100道炭烤迷必備的殿堂級食譜史蒂芬.雷奇藍(Steven Raichlen)作; 吳郁芸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886 九宮格早午餐: 繽紛美味的休日餐桌,162道IG人氣食譜的食材搭配X裝飾技巧AYA著; 周雨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893 台菜聖典: 總舖師的五條路 陳兆麟, 陳冠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83909 台菜聖典: 總舖師的五條路 陳兆麟, 陳冠宇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78178 原則: 生活和工作 雷.達利歐(Ray Dalio)著; 陳世杰, 諶悠文, 戴至中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7778192 寶石聖經 華特.舒曼(Walter Schumann)著; 筆鹿工作室, 許瑞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7778208 行銷點子製造機: 商業周刊30週年最強行銷點子精選商業周刊著 增修1版 平裝 1

9789867778215 管理妙招便利貼: 商業周刊30週年最強管理案例精選商業周刊著 增修1版 平裝 1

9789867778222 創業基因啟動碼: 商業周刊30週年最強創業案例精選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39 為什麼,你的人生填滿別人的待辦清單?: 那些關於人生最冰冷與溫暖的事,心理醫師媽媽寫給女兒的真心話韓星姬著; 尹嘉玄譯 修訂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46 立刻幫自己加薪: 低成本、零風險、不怕失敗,1個月微創業完全攻略小山龍央著; 林佑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53 麻省理工MIT黃金創業實踐攻略: 創業靠紀律,實做演練24步驟邊學、邊寫、邊執行比爾.奧萊特(Bill Aulet)著; 戴至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60 麻省理工MIT黃金創業課: 做對24步,系統性打造成功企業比爾.奧萊特(Bill Aulet)著; 吳書榆譯修訂1版 平裝 1

9789867778277 死,打碎我們,還是打開我們?: 生死交界六代送行者,最真摯的心靈告解與生命體悟卡利伯.懷爾德(Caleb Wilde)著; 駱香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84 器識: 張忠謀打造台積電攀登世界級企業的經營之道商業周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291 走一條藜家不遠的路: 荒田變農金,凋零小村翻身黃金部落的台東紅藜創生記賴韋廷, 黃宥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307 大店長開講. 3: 從單店到百店的O2O經營全思考李明元, 尤子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778321 IBM首席顧問的大人學習法: 快速將學習轉換成金錢與職涯價值清水久三子著; 陳柏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致良

送存種數共計：75

送存冊數共計：76

城邦商業周刊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67247 「ほめる」言語行動の台日対照研究: 台湾日本語教育の視点から羅素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869272 日本のお正月と台湾の旧正月闕百華, 黃小玲, 吳若璇作; 黃小玲繪初版 其他 1

9789577869319 現代日本語の副詞的成分: 形容詞連用形と動詞「て」形を中心に劉怡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79061 I think I write I draw 許辰伃文字; 許辰赫圖畫; 梁元媛中文翻譯初版 精裝 10

9789578679153 隱形殺手腦中風: 預防及治療的醫學奇蹟王新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290 布施在<>在布施 羅果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306 掌握基因健康好簡單 陳怡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306 掌握基因健康好簡單 陳怡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313 跑者交響曲 吳誼真作 平裝 1

9789578679320 対面聽解における話し手の顔情報と聞き手の內容理解吳佳穎作 平裝 1

9789578679337 諧畫成語 阿酋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79368 成功之道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著; 石秀玲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375 理想的力量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內維爾.戈達德(Neville Goddard), 厄爾.南丁格爾(Earl Nightingale)著; 潘葉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382 思想的奇蹟 賈勒特(R. H. Jarrett), 約瑟夫.莫菲(Joseph Murphy), 吉納維芙.貝倫德(Geneviève Behrend)著; 餘衛華, 瞿斯琪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399 如何成為人生贏家 佛羅倫斯.斯科維爾.希恩(Florence Scovel Shinn)著; 徐英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05 自我暗示改變人生 埃米爾.庫埃(Emile Coue)著; 曹環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79412 思維的藝術: 推理的原則 威廉.沃克.阿特金森(William Walker Atkinson)著; 俞曉麗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480 淺青色時光 La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12497 只想悄悄對你說 花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2216 誰的情歌那麼甜 蘭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223 來自何方 晨羽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52230 484沒戀愛過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52247 我們 艾小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254 484沒戀愛過 憑虛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09852 茫海指歸 楊非武, 張雲程, 楊明機編輯 初版三刷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23

POPO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城邦原創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城邦印書館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投縣竹山克明宮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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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7502 鄉村STYLE室內提案風格 郭璇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4211 臺灣以左,亞洲之右: 實驗電影的亞洲實踐與研究吳俊輝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86227 東南亞商管暨文創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86265 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333777 魔法學園. Ⅳ, 白銀面具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卡珊卓拉.克蕾兒(Cassandra Clare)著; 陳芙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84 恆久神喜劇 萬城目學著; 涂愫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791 願你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 曾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07 不思議市集. I, 歪歪扭扭的六便士珍妮佛.貝爾(Jennifer Bell)著; 新新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14 超簡單!包起來烤就完成: 小烤箱、平底鍋也OK!世界第一簡單の紙包料理書岩崎啟子著;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21 粉筆人 C. J.杜朵著; 楊沐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38 我們還沒玩完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作; 柯乃瑜,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45 犯罪小說集 吉田修一著; 高詹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52 點滴城市 侯文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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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香月美夜著; 許金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76 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333883 手機裡的男朋友 方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34817 棋童圍棋教室25-20級 金永貴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24 自律暗示養生法 蘇明達編譯; 洪洋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31 圍棋次序戰術與應用 馬自正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34848 董氏奇穴與經穴治療頸肩腰腿痛楊朝義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116 烘焙達人的美味甜點 獨角仙@藍色大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2123 100種美味餡料的中式麵食 程安琪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皇冠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品冠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恆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和科大

風和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食為天文創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207 台灣名家美術100複合: 郭博州許鐘榮總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7214 收藏家. 一, 雲煙山房珍藏 王興祖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706 面相解密 沈全榮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146 射日大冒險: 學生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153 射日大冒險: 教師手冊 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177 葳!幾何妖怪別搗蛋: 學生手冊姚如芬主編 初版 平裝 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85413 Gretl計量軟體使用手冊: 入門與進階楊奕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5437 非營利組織租稅法規: 營業稅之理論與實務林江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5444 成本與管理會計 鄭丁旺, 張錫惠, 汪泱若作 第六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5451 社會企業管理 黃德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85468 成本與管理會計 鄭丁旺, 張錫惠, 汪泱若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085475 管理會計 鄭丁旺, 汪泱若, 張錫惠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6085499 高級會計學 鄭丁旺, 林美花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5505 成本與管理會計 鄭丁旺等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085512 成本與管理會計 汪泱若, 張錫惠, 鄭美愛作 七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9819 空間設計聖經. 2018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8006 旅行能力不藏私: 9位旅人遠行的故事周季五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8

指南書局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品客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面相好好玩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姚姚老師的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香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品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海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581 一念彌陀富三千: 不只是知道,而是要證道永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545 盧福壽畫集. III 盧福壽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2857 South China Sea event timeline. 1900-1969edited by Jonathan Spangler, Olga Cachia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7688 豬年運程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10版 平裝 2

9789869187695 皇家運民曆 洪正忠, 洪晨皓編著 1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23044 哪兒是我家?紫蝶尋家趣 黃宜軒等圖文撰寫; 鄒君瑋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108 蘆竹湳好采頭藝術祭專刊. 2018劉蕙苓等採訪撰稿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183 洋洋期待去上學 李美麗作; 羅俊俏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39190 洋洋不想寫功課 李美麗作; 羅俊俏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7411 台灣地區大型店鋪總覽. 2018 盧承慧採訪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437 四張通往快樂成功的地圖 羅伯特.艾倫(Robert G. Allen)著; 黃夢絲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皇家運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苗縣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英倫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海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流通快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紅通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苗縣傳統聚落文化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茉莉文化



9789869550444 (新譯)夏目漱石: 英倫見學之後夏目漱石著; 侯詠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0451 誰都看得懂的行銷策略: 實體與網路共通的行銷策略原則袁大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13172 普通物理 Wolfgang Bauer, Gary D. Westfall著; 蔡尚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714 視覺光學 Steven H. Schwartz著; 路建華, 丁挺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813 ALL-STAR PHONICS. LEVEL Bauthors Alvin Granowsky, Claudia Cornett 平裝 1

9789863413820 訊號與系統: 利用轉換方法與MATLAB分析Michael J. Roberts著; 郝樹聲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837 人力資源管理: 全球經驗 本土實踐　Raymond A. Noe等著; 王精文編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3413844 作業管理(精簡版) William J. Stevenson著; 何應欽編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3413851 作業管理 William J. Stevenson著; 何應欽編譯七版 平裝 1

9789863413868 BBC micro:bit程式設計入門: MicroPython快速上手指南西蒙.孟克(Simon Monk)著; 屠建明等譯初版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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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413882 績效差,原因真的只有16種! 費迪南.弗尼斯(Ferdinand F. Fournies)作; 林宜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899 Computer Networks: An Open Source ApproachYing-Dar Lin, Ren-Hung Hwang, Fred Baker[作]平裝 1

9789863413929 投資終極戰: 耶魯操盤手告訴你,投資這樣做才穩賺查爾斯.艾利斯(Charles D. Ellis)著; 劉道捷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943 自動控制系統 Farid Golnaraghi, Benjamin C. Kuo著; 江昭皚, 江秉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13950 Fundamentals of aircraft structural analysisby Howard D. Curtis 平裝 1

9789863413967 單元操作: 質傳與粉粒體技術 Warren L. McCabe, Julian C. Smith, Peter Harriott著; 黃孟槺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13974 工業廢水污染防治 W. Wesley Eckenfelder Jr., Davis L. Ford, Andrew J. Englande Jr.著; 白子易, 黃思蓴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13998 經濟學概論 Robert H. Frank等著; 魏國棟, 簡明哲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19680 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27 夜雨秋燈錄 宣鼎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34 清宮十三朝演義 許嘯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41 通俗歷史演義: 前漢演義 蔡東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58 通俗歷史演義: 後漢演義 蔡東藩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65 乾隆下江南 佚名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9419789 晏子春秋菁華 張純一編注; 黃育智補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2852 改變世界. 二: 中國傑出企業家管理思想精粹蘇勇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12869 電子商務: 數位時代商機 尤濬哲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2876 解析觀光人力資源管理 鄭天明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麥格羅希爾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南港山文史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前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泉勝出版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900 全民程式設計: 使用Arduino 洪國勝, 洪秉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26049 武則天傳 林語堂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6056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063 神幻大師. II 打眼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070 現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526087 現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526094 南懷瑾大師的智慧之源 張笑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100 夜天子 月關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863526117 夜天子 月關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3526124 夜天子 月關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863526131 夜天子 月關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863526148 原振俠傳奇之天人 倪匡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526162 關鍵時刻諸葛亮是這麼幹的 歐陽彥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179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526186 當代商神 何常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526216 沉淪 郁達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223 我們一起走,迪克 沈石溪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3526230 佛心流慧泉: 親近大師,你會更智慧羅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26247 關鍵時刻,秦始皇是這麼幹的 歐陽彥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791269 證券業自律組織之分析 婁天威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553 德香女人花(簡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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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147736 新手一看就懂的股市小百科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767 學放空,每年多賺20%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47774 有錢人默默在做的35件事 王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1847 新手一看就懂的圖解財務報表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06 有錢人的生活和你不一樣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13 畢業5年,投資股票月入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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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雲時代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8

俊傑



9789869574020 換個有錢人的腦袋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37 5年後,靠投資每月多賺15萬 張凱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044 新手一看就懂的股市分析 張凱文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261 麵粉實驗室. 下, 歐式麵包X無麩質甜點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152 白度母日修儀軌 遍知大司徒滇貝寧伽造; 堪布羅卓丹傑藏翻中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909 二代接班人,你要掌握的接班環節: 書中架構可以幫你快速掌握營運要點陳致瑋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3916 精準接班: 接班經營者養成訓練陳宗賢主講; 陳致瑋, 吳青娥整理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2870 靈修大師們的365則生活智慧: 老箴言與新時代的會遇古倫神父著; 鄭玉英, 范瑞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423 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 106學年度黃惠慈, 黃嘉雄, 陳素連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430 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論文集. 2018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27416 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十五屆第十五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018372 台灣文學三百年. 續集: 文學四季變遷理論的再深化宋澤萊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師培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會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致鼎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南與北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福維克樂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港創古法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臺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前衛



9789578018389 天公疼戇人: 七十三自述 黃宗樂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8396 許曹德回憶錄. 下冊 許曹德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018402 許曹德回憶錄. 上冊 許曹德著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018419 勇闖非洲死亡之心: 一個台灣人的查德初體驗陳子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433 許曹德回憶錄 許曹德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018426 天涯.人間.晴美: 黃晴美紀念文集黃文雄, 鄭自才, 黃晴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440 解碼福爾摩沙古文明: 續認台灣古今真相埔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457 死亡行軍: 從神童到火燒島叛亂犯: 蘇友鵬醫師的一生龔昭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464 綠島人權燈塔 郭振純著; 陳玉珠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8018471 賭鬼的後代: 魏廷朝回憶錄 李俊達等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018488 看看板: 廣告招牌的台語大學問看看板工作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495 明石元二郎: 埋骨台灣的日本總督 日俄戰爭的諜報大將賴青松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518 跨世紀的新透視: 臺灣新竹市300年佛教文化史導論江燦騰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018525 跨世紀的新透視: 臺灣新竹市300年佛教文化史導論江燦騰等合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4979 連信道重唱曲集 連信道作曲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304993 霸王別姬 管弦樂 琵琶協奏曲 連信道編曲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8802 臺曲聖詩. 第三冊 鄭香蘭作詞; 連信道等作曲 修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511 Dance Chant written by Jeff Wen, Sarah Wang 其他 1

9789869544528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written by Cindy Wu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43443 織巢: <>姊妹篇 西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450 候鳥 西西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6743467 聚繖花序 瘂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743481 龍坡雜文 臺靜農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6743498 飲膳札記 林文月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615813 愛吹風的洋蔥 何奕佳文; 張哲銘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1615837 寵物功夫大亂鬥 林哲璋文; 九子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844 缺牙巴阿倫的奇遇 管家琪文; 曲敬蘊圖 三版 平裝 1

9789861615851 誰要零鴨蛋 管家琪文; 林傳宗圖 三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洪範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信誼基金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5

美樂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英閱音躍研創



9789861615868 太陽山的寶藏 蔡雅蘭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875 身體就要這樣動!: 0-5歲幼兒體能遊戲全集前橋明監修; 黃愫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1615882 抓流星 賈玉倩, 張展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26239 卓越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唐惠蘭侯琇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46 高效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陳怡潔侯琇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53 開發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康孟錚官錦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60 服務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陳有綱黃薏如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277 銷售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林景賢鄭雪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369 會議教出團隊競爭力: 23種會議規則，把人才變將才許弘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376 人性經營: 國際龍獎IDA終身會員 宋明華呂紹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383 實修: 組織開展的核心x管理系統建構陳國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390 實訓: 增員系統x培養伯樂,尋找千里馬陳國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406 實做: 組織經營x團隊銷售、訓練與輔導系統攻略陳國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413 實踐: 團隊高定著率x主管修練、卓越習慣、團隊素養陳國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420 實務: 團隊成長歷程x體驗深化內化、阿波羅計畫、變革管理策略陳國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444 保險行銷金三角: 優雅經營: 品牌、價值、時機王朱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26451 專業經營: 國際龍獎IDA會員陳沛潔黃鈴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5013 華人馬諦斯: 梁奕焚作品精選 梁奕焚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05291 會計學總複習 廖春美, 丁秀卿, 張桂玲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6605307 會計學總複習 廖春美, 丁秀卿, 張桂玲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6605437 競速直排輪輪子的設計與研究技術報告蘇榮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05451 統測百分百 會計學總複習 信樺會計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85951 甲蟲日記簿 黃仕傑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103 是誰的屁股? 香頭寶寶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香頭寶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信樺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紅樹林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保銷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4

洛德畫廊



9789869677103 是誰的屁股? 香頭寶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7110 是誰的尾巴? 香頭寶寶作; 阮澄愛, 黃翊慈圖.文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7127 是誰的背影? 香頭寶寶作; 阮澄愛, 黃翊慈圖.文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8742 毛語錄 楊明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8500 吟唱祝福卡 王理書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4497 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南懷瑾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9959 菜刀小子的陣頭夢 林哲璋著; 崔永嬿繪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15163 失業勇者魔王保鏢 甚音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5187 狐貍娘 哈皮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5279 行李箱的一萬顆星星 蘿賓.洛(Robin Roe)作; 陳思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392 正說司馬家. 卷二, 時勢英雄司馬炎張朝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408 外星警部入侵注意 冰島小狐仙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3615415 大明皇妃.孫若微傳 蓮靜竹衣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5439 今宵異譚 四隻腳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5453 制霸銀座35年媽媽桑教你超窩心拒絕術伊藤由美著;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460 富爸爸,窮爸爸 羅勃特.T.清崎著; MTS翻譯團隊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615477 三國機密 馬伯庸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5484 三國機密 馬伯庸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5491 不要讓未來的你,討厭現在的自己特立獨行的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07 營養師特調!彩虹排毒飲食: 36道淨化食譜+14日簡易排毒法+7色情緒解析,輕鬆找回身心平衡黃苡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14 霸凌者: 從兒童到成人、從校園到社會,15個觸目驚心的血色告白陳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38 不做: 讓人生更豐富的減法思考辻信一作; 徐宜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36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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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冊 1

9789863615576 仙魔劫: 無名 墨竹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4

紅藍彩藝印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四也資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寶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美麗媽國際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懷瑾文化



9789863615583 仙魔劫: 連玉 墨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590 仙魔劫: 白晝 墨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15606 迷途之羊 微混吃等死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5651 招搖 九鷲非香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3615668 怪談病院PANIC! 小丑魚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3615675 夜鴉事典 碰碰俺爺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3615682 星盤重啟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615699 星盤重啟 非天夜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615743 妖怪公館的新房客 藍旗左衽著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3615781 魔王與他愉快的上司們 雷雷夥伴著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84159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 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吳曉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6843 認出光速小孩 潘如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97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第1冊, 加法和減法黃昱之, 黃浩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5303 123好好算很簡單: 0800 100好聰明. 第2冊, 乘法和除法黃昱之, 黃浩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805 我見我聞的福音. 第九冊, 耶穌宣教第二年. 丙瑪利亞.華多達(Maria Valtorta)著; 葛助民, 李莉, 許漢偉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76 經濟學概論 吳聰敏作 2版 平裝 1

9789574358083 經濟學原理 吳聰敏著 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511 都更法學研究 林明鏘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49926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逐條釋義洪國欽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7

網路與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昱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明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國欽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許漢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聰敏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01 悟道齋藝文選集 丁華永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48 元素圖鑑 陳大同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72 家族財產免稅移轉 林隆昌著 平裝 1

9789574357741 個人及企業異常資金 林隆昌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32 太極拳的基本原理與精神 陳柏源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594 投資學: 基本原理與實務 謝劍平著 七版 平裝 1

9789574358250 財務管理: 新觀念與本土化 謝劍平作 七版 平裝 1

9789574358267 現代投資學: 分析與管理 謝劍平作 八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505 長阿含經南北傳對讀 莊春江編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535 東意.西形-3: 廖本生油畫創作集. 八廖本生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11545 紫醉鈞迷作鈞瓷: 簡品淑作品集簡品淑作 其他 1

9789574351664 山水意象: 簡品淑現代水墨作品集簡品淑作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華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秀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本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品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劍平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莊春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隆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陳柏源

送存種數共計：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64 動態圖像與訊息應用於企業識別系統創作之研究鄧婉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71 聽語障布指繪畫藝術家吳政彥台灣之美布指繪畫藝術創作集吳政彥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530 人身保險核保與理賠 呂廣盛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102 刑事政策學 許福生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232 執干戈為民前鋒: 略記前鋒刺槍隊的感懷與感動張博智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21 花間集: 胡以誠工筆創作展 胡以誠[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417 行政法專題研究 梁添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305 極樂南國 林彥良作 平裝 1

9789574351312 花開 林彥良作 平裝 1

9789574351329 自然的秩序 林彥良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博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胡以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呂廣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許福生

送存冊數共計：2

鄧婉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政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謝佩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梁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彥良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474 小紅帽同聲音樂劇 周玉琪劇本; 周玉琪等作詞; 謝佩勳作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06 光譜: 祝建太攝影集 祝建太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13 中華民族核心價值(中華民族中心思想)林忠勝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17 陳宥潞開運秘笈指南. 2019 陳宥潞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16 八德路詩文 何雨彥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665 常用藥品手冊. 民國107年版 蔡靖彥, 蔡百欣, 蔡百榮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7988 勸發菩提心 覺雲居士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56683 大乘佛法實證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683 大乘佛法實證 覺雲居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77 我們是單身 創造社區 吃住免費的生活以德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53 守護 永明法師, 永進法師作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忠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宥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祝建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永進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覺雲居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王德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何雨彥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靖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37 三貓俱樂部. 五 咪仔作.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698 權變: 方立權作品選 方立權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94 等分線性回歸: 原理與案例分析(簡體字版)潘文超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812 石獅百態集錦: 吳德和雕塑藝術吳德和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42 貧兵有話要說 鄭伯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953 閒雲野鶴: 郭郁文繪畫作品集. 二郭郁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30 後生劇場 趙定邦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0834 Love begins with accepting yourself: the journey of discovering love, deepening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one with all that iseditor by Kuo-Lun Fu 1st ed. 平裝 1

9789574351008 Love begins with accepting yourself: the journey of discovering love, deepening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one with all that isKuo-Lun Fu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雨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郭郁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趙定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德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伯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立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文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國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魏季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194087 拚啦!如何當上證照達人 魏季宏作 平裝 1

9789574194773 不景氣大學生省錢法大公開 魏季宏作 平裝 1

9789574194780 身邊!愛不及等待 魏季宏作 平裝 1

9789574357277 商業管理專業證照考取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284 資訊科技專業證照考取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291 感謝與服務資料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307 聘書與資格認證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314 研習學習歷程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390 得獎榮譽事蹟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406 創新作品與專利著作輯錄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420 活動紀錄影像集錦. 公共類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437 活動紀錄影像集錦. 公益類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444 活動紀錄影像集錦. 學習類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451 活動紀錄影像集錦. 競賽類 魏季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468 活動紀錄影像集錦. 樂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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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4771 融和集 華陽居士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647 實用英文商務合約範例 呂康毅等作; 黃帥升主編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62 道聽塗說 王錦堂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38 宇宙通信 陳昭淵文字.設計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045 彰顯百工技藝素人 楊玉如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4355280 彰顯百工技藝素人. 貳 楊玉如作 第一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幸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昭淵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黃麗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帥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玉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69 孩子肯定成功的真理. 1 王罡卜著 其他 1

9789574356676 孩子肯定成功的真理. 2 王罡卜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86 租稅法 吳嘉勳編著 38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536 樂在分享. 第八集, 為愛書寫 楊清國著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77 職能建構與訓練計畫教案再設計撰寫範例顏惠琪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796 行善天下: 吳東昇書畫篆刻展 吳東昇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502 <>影印本. 第四冊之一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58519 <>影印本. 第四冊之二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58526 <>影印本. 第四冊之三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9789574358533 <>影印本. 第四冊之四 唐屹編輯 壹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14 黑白之間 恆思榆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55 Au revoir la mer 艾摩爾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顏惠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東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嘉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清國

王雲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艾摩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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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屹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恆思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617 繁星點點: 心心閱讀的美麗與希望法觀法師著 再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3851 一首歌一個故事: 人生.歌聲.情深邱瀅儒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672 龍舌蘭的栽培與賞析 李錫堅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85 海洋之覺醒 江平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355 幽冥人間: 吳珮韓整體造型設計創作-創作報告吳珮韓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1680 戀人標本 德尉作.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41399 軟弱的石頭: 等到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德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35 分文不取 湯敏達比丘原著; 庫那羅威比邱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942 參禪 妙祥法師講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01 基本常識卡片書: 葡萄布丁文集. 3戴若梅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邱瀅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錫堅

觀行靜居法觀法師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戴若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丁志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仁傑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王堂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西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珮韓



9789574358892 時空膠囊1893: 孝子純良公派下長房鬮書注丁志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5403 幸福的心靈 沈素英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87 浮世極短篇. 3 謝文雄撰文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23 地理簡史 黃伯舟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97 台鐵全車輛: 莒光號客車 洪致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753 大天使訊息卡. 第一輯 卡米兒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354283 內在女神: 擁抱神聖女性能量 卡米兒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42 人生的完結篇 劉小草著 二版 精裝 1

9789574355242 人生的完結篇 劉小草著 二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64 一點又一點: 混聲四部合唱曲 潘姝君詞曲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2518 What's the教心.諮輔小辭典 小花老師, 毛莉嘉作 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卡米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劉小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黃伯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洪致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素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文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潘姝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毛莉嘉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764 烽火家書: 詩教 言教 邱祖藩, 邱致澤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45 我是填詞人 俞小明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07 台灣自然生態地景環境與旅遊資源楊建夫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6288 住宅不動產投資秘笈: 以平衡計分卡方式建構張麗娟, 曾中嶽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58 小女子的筆耕春秋 寒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6654 覺夢教育傳播藝術作品集 高孟汶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99 Understanding the elephant: a xiangqi primer. part 3A: endgame introduction & endgame tabia 1Jim Png Hau Cheng, Vincent Chai Wen Xuan[作]1st ed. 平裝 1

9789574358205 Understanding the elephant: a xiangqi primer. part 3B: endgame tabia 2Jim Png Hau Cheng, Vincent Chai Wen Xuan[作]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39396 鹿就是這樣變成馬的 李夏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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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建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麗娟

送存冊數共計：1

邱七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俞小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孫敬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浩鑒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李夏苹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寒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孟汶



9789574357017 水交社: 追憶故鄉 孫敬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04 傳承 呂新興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0699 一個人的旅行: 越南西貢咖啡館林劭貞文.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9869 智慧點滴. 2 潘添盛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802 公務員懲戒法釋義 吳天惠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332 履行保險契約 是暢又澍作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34 On an island on the sea James Hugh Go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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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44161 最後那些小事 賴政謙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274 財神總統愛李白妹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呂新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James Hugh Gough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政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天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是暢又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劭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添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岳正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829 梵慧聲聞記錄總集本 覺世.梵慧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14 找回失落的民族信仰(簡體字版)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9288 老子易道十講解析 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9295 老子易道十講解析(簡體字版)耿大祥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47 東方當代墨彩畫會聯展. 107 曾盈齊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30 週五下午的國文課: 深度討論專輯臺灣師大王世豪週五下午國文課全體同學撰述; 王世豪總編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744 孤獨島嶼: 並存之島 涂燕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751 孤獨島嶼: 消失之島 李姿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768 孤獨島嶼: 死亡之島 陳柏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775 孤獨島嶼: 出走之島 徐縵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782 孤獨島嶼: 界線之島 詹崴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6799 孤獨島嶼: 慾望之島 徐懷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857 草魚說 陳美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789 羅馬書: 得長子名分;產業得贖盧頴桓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39 閱讀導向的高中英文單字讀本. 第一冊蘇秦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世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英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耿大祥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曾盈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智民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陳美莉(臺南市官田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碧玲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25 觀音三十二像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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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3385 機車駕照應考手冊 陳永親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46 虛實、黑白之美: 莊賜祿神戶創作展莊賜祿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62 大乘菩薩行: 以<>、<>、<>為主張麗卿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416 浮視繪 張譯云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039 天 神創造新靈性主義 陳啟耀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1640 衣飾.敘事: 黃淑芳作品集. 2012-2017黃淑芳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543 從符號功能結構到修辭學視覺轉換之創作應用: 以台中城市形象設計為例何宏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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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親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賜祿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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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啟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淑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麗卿(南投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鐸洋



9789574351954 親吻土地逆風高飛 蔡惠苓著 再版 平裝 1

9789574351985 傾聽風的聲音 蔡惠苓著作 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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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548 風起方寸間.情動快門時@奇幻之旅陳義雄等攝影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14 貓主席書畫集 廖惟之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876 廖慶章作品集 廖慶章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163 1139KM: CHIEN Hsin-Chan [簡信昌攝影]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03 糖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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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53484 馨見書道賞芹畫: 張繼馨、陳政見、張小芹書畫專輯張繼馨、陳政見、張小芹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491 搖滾一甲子. 1 裴西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簡信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艾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廖惟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廖慶章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呂淑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張連成(臺中市南屯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政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藍玄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21 歡喜學印尼語 阮慕玲編著 初版 其他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76 通靈師之歡喜八方 石卡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590 李啟誠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研究報告彙編李啟誠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675 生活安全產業管理規制之課題黃慧娟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3811 化為沃土: 程振文水彩畫集 程振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160 臺灣檜木樹榴: 首本樹榴藝術之探索與奧妙羅武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252 曾國藩幕賓探究. 上 凌林煌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320 大地之頌: 林象元現代水墨創作集. 二林象元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542 電影與信仰 張毅民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啟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黃慧娟

阮慕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石卡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毅民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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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象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程振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羅武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573 任智榮創作集 任智榮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559 業力針法: 自然能量心氣神針 我悟如是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634 金丹正功入手法訣: 譚立三老師與李崇孝來往信件合訂本譚立三, 李崇孝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00 回到泥土的芬芳: 曾榮泰創作展. 2018曾榮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887 中醫師如何在家溫柔生產 徐三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4894 健康自我管理紀錄 徐三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4979 吳氏先始祖(姬姓)演繹暨渤海.延陵吳氏遠祖族譜吳國武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4354986 武榮(增陽)吳氏宗親族譜: 建山公派自閩遷臺.臺灣吳姓宗親族譜吳國武編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74 信用風險模型的理論與實踐: 信用風險管理與建模技術基本介紹黃勁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5815 信用風險模型的理論與實踐: 小型企業金融業務風險管理黃勁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357062 數據模型應用與風控實務: 大數據與科技金融業務(簡體字版)黃勁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67 塑繪天之器: 許柏彥陶藝集 許柏彥著 平裝 2

送存冊數共計：1

任智榮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吳國武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黃勁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榮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三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我悟如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仁義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許柏彥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143 周卓明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周卓明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11 圖解Python語言學習 賴財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259 羅美棧: 建築師、工程師、油畫家何堯軒總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396 賴鎮成紀念集: 醉善俠客行 徐美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02 5137 朱沛貽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33 泥礦之淬煉: 黎世榮岩礦壺 黎世榮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501 陳美珠作品集 陳美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488 古今對白: 蘇英田書法展 蘇英田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556 理氣堪輿快易通. 2018 林福壽, 葉真榮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徐美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朱沛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賴財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何堯軒

送存冊數共計：2

周卓明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蘇英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福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黎世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美珠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16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提升觀光專業職能之多元教學實踐歷程張蓓琪著 平裝 1

9789574355723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跨領域共同學習之教學實踐張蓓琪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808 兒童高音阮繪本教程. 入門A本林婕心著 平裝 2

9789574358052 兒童高音阮繪本教程. 初級B本林婕心著 平裝 2

9789574358724 林婕心25首彈撥樂練習曲: 為柳琴、高音阮、中阮而作(簡體字版)林婕心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778 三教九經彙冊 呂松柏彙冊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07 後現代行銷視角下媽祖節慶價值研究潘罡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38 融合佛道的伽藍尊王信仰 黃嘉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5952 你一直被呼攏的事 魯伯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03 臺灣臨濮堂施姓大宗祠誌 施義修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41 舌頭殺手 複音口琴獨奏譜集 林家靖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蓓琪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林婕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施義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家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黃嘉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費家龍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6

呂松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潘罡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96 鳥語花香: 浪漫桃花源 劉張美鳳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02 綺心繪意: 謝慧綺油畫創作集 謝慧綺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19 機會改變命運 亂世佳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089 回憶人生向前走 賴正雄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71 威風八面.八家將: 個案研究/影音創作楊慕理等作 其他 1

9789574356188 更生.重生: 個案研究/影音創作楊慕理等著 其他 1

9789574356195 醫院個管師的告白: 個案研究.影音創作楊慕理等作 其他 1

9789574356300 繭: 攝影與散文集 楊慕理, 羅玉旂, 謝蕓衣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218 墨默: 劉昌諒書藝創作. 一 劉昌諒創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263 起初的愛 沈芠誼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256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陶藝自學網鄭義融著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慕理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劉昌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郭淑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賴正雄(臺中市)

送存冊數共計：1

劉張美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謝慧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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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芠誼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義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324 仙洲野夫話桑蔴 陳榮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331 林淑芸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報告彙編林淑芸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379 Strassen 林昀臻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485 相對論遇上道德經 黃鈜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260 台灣教育歷險記 沈一震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508 鴻鈞至聖大共主 王壽延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07 陳文青畫集 陳文青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21 瓦厝內蔡氏族譜志 蔡美霞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14 解構 司法博物館: 原臺南地方法院構築解析葉世宗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林昀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薛珮瑜

陳榮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淑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葉世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文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美霞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一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壽延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690 阿亮博士全腦演化大學自然科通識課程教戰秘笈王雅亮, 廖麗貞, 林怡君著 平裝 上冊 1

9789574356706 阿亮博士全腦演化大學自然科通識課程教戰秘笈王雅亮, 廖麗貞, 林怡君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737 文化蓄勢力: 讓我們說關於創意產業的什麼丁元迪等作; 古佳峻, 郭偉弘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843 獨白 洪伯毅[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867 嘉義,非旅遊書 江弘祺, 陳勁銨, 陳瑜君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980 情采: 顏綉錦柴燒 顏綉錦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00 驚見絕美: 盧珮辰畫集 盧珮辰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24 沈佳縈寫生畫集 沈佳縈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086 我愛印象派非印象派: 籍虹油畫集籍虹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冊數共計：1

王雅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盧珮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佳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江弘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顏綉錦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古佳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洪伯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洪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主羚



9789574357109 發聲,發生: 留學的真實人生 張主羚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85 吳秋穀衝撞年代從政紀實 吳秋穀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54 飛禽世界: 莊建模攝影集: 首拍紀錄-中南美洲鳥類相莊建模作 精裝 2

9789574357970 飛禽世界《莊建模攝影集》: 記錄非洲馬達加斯加島與肯亞鳥類相莊建模作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61 虎兒 潘庭雅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192 築夢起飛: 奶奶的熊毛巾故事館仝玉潔圖.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345 阿美語故事集. 一 楊進德(Panay 'Aminang)編著 平裝 1

9789574357352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阿美族語聽說讀寫楊進德(Panay 'Aminang)編撰 平裝 1

9789574357369 阿美族兒童歌謠 楊進德(Panay 'Aminang)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2210 東勝神洲美猴王 鍾炫基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529 文王本義新解 吳孟峰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611 人生智慧錦囊: 六龍御天 張煥松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潘庭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仝玉潔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秋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莊建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吳孟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張煥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楊進德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鍾炫基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697 找回你自己的牟尼珠 陳韋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734 黃美雲書畫集 黃美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772 衍芬樓詩文集 邱衍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840 不管你去了哪裡, 薄荷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56 不可思議: 方嚴書法詩歌創作專輯方嚴創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7949 海軍眷村文物的故事 康曼德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07 迎向未來 陳幸臣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014 銀行財務、風險、信用與資本管理論文集沈中華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音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朝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陳幸臣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沈中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方嚴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袁英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衍芬樓主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蔡德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慧倩



9789574358137 抽離現實的想像 李慧倩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182 湖濱散記(台語版) 李紫瑜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335 華敬熙書法作品收藏集 華敬熙[作]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496 拾光逐影二十年: 文大藝研所1995級聯展專輯吳美鳳等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8731 自然歌唱: 理論與實踐 王志成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43256 行政警察人員歷屆試題專輯 鄭家強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4358847 行政警察人員歷屆試題專輯 鄭家強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9158 還原保羅教導「方言」的教義(新約哥林多前書)王立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4316 中國の越年習俗と信仰 李獻璋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71464 共振與獨白: 談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運動: 一個四十年工藝人的觀點翁徐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王志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鄭家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敬三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吳美鳳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李紫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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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王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泰山文物社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68114 以社會實踐為理念規劃地方文化為主軸之大學藝術教學: 系列性教學案例之研發廖敦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68169 社區培力與地方知識建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341 照顧,不必一個人硬撐 橋中今日子著; 莊雅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358 國際素食廚神傳授50年廚藝美味秘笈洪銀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365 初斷食 陳立維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5372 做個不麻煩的老人 梁瓊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6668 儒林外史. 第十一集, 泰伯真儒與孝子英雄的故事吳敬梓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16675 儒林外史. 第十二集: 奇女子、俠客與市井奇人的故事吳敬梓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58328 1949年之前的中國飛機與航空百科Lennart Andersson著; 許貴運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4953 普通生物學 黃彪著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4960 普通生物學. 第二冊, 遺傳學 黃彪著 平裝 1

9789869494977 食品技師真詳解(102-107年試題詳解)黃上品, 梁十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59114 失落的猴神古城 道格拉斯.普萊斯頓(Douglas Preston)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38 傀儡師殺手 丹尼爾.柯爾(Daniel Cole)著; 楊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45 維京傳奇: 來自海上的戰狼 拉爾斯.布朗沃思(Lars Brownworth)著; 黃芳田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52 行李箱男孩 琳恩.卡波布(Lene Kaaberbol), 安奈特.婓瑞斯(Agnete Friis)著; 顏湘如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169 交會的所在: 追尋亞美尼亞人的蹤跡菲利普⋅馬斯登(Philip Marsden)著; 鄭明華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176 凡人女神 鍾文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83 劇本結構論 野田高梧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190 十字軍聖戰: 基督教與伊斯蘭的二百年征戰史拉爾斯.布朗沃思(Lars Brownworth)著; 黃芳田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206 流亡者 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著; 劉曉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213 智慧七柱. 上冊 T. E.勞倫斯 (T. E. Lawrence)著; 蔡憫生譯二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原水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能仁

師大書苑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馬可孛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高手專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元進階智庫



9789578759220 智慧七柱. 下冊 T. E.勞倫斯 (T. E. Lawrence)著; 蔡憫生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759237 智慧七柱 T. E.勞倫斯 (T. E. Lawrence)著; 蔡憫生譯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8759244 大盜、英雄與革命者之路: 安地斯山脈的傳奇故事金恩.麥奎利(Kim MacQuarrie)作; 洪世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251 好奇心: 從達文西、費曼等天才身上尋找好奇心的運作機制,其實你我都擁有無窮潛能馬里歐.李維歐(Mario Livio)著; 顧曉哲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268 黑暗聖經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59275 左心房漩渦 王鼎鈞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0765 雍容內斂.走過歲月 江美玲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129317 固態燃料電池技術 韋文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61 生態學 洪明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585 工程倫理: 100個個案故事 周卓煇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3781615 精密機械精度基礎 范光照, 曾百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622 微積分 洪揮霖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639 光學 劉宗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646 太陽光電實驗教材 黃得瑞總編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653 簡明統計學 簡聰海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677 軟體工程: 軟體開發技術與軟體專案管理Ian Sommerville著; 陳玄玲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684 夢在人間作品及創作理念 黃椿昇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691 電機工程學 Allan R. Hambley原著; 蘇武昌等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707 流體力學: 理論與實務 Philip M. Gerhart, Andrew L. Gerhart, Joun I. Hochstein原著; 杜鳳棋, 楊授印, 謝瑞青編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714 工程材料科學: 原理與應用 李勝隆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3781738 莫札特 呂書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81745 污水工程 黃政賢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3781776 接受與符號: 關於圖像、敘事及宗教之探究王晴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5485 線性代數奪分寶典 高成等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8965492 線性代數奪分寶典 高成等編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14803 聰明的園丁: 發現比喻的奧祕 洪善美作; 李明先等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314827 遏阻癌細胞: 植物療法新視野、抗癌食譜100+道劉漢新(Benjamin Lau), 王守美(Esther Lau)作; 李秀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314834 希望的家庭 威利.奧利佛, 伊蓮.奧利佛作; 陳淑洁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立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高成文化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修平科大博雅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時兆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32442 台灣小吃終極圖解版 黃景龍, 李家成編著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4058 原來理科人這樣想: 15位理科背景領導人的工作哲學與制勝法則川村元氣著; 賴惠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065 我用菜市場理財法,從月光族變富媽媽李雅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072 博報堂最強腦力激盪術 博報堂品牌創新設計局作; 張婷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089 四宮格目標筆記: 找回自我目標，利用四宮格架構，找出立即可行的10秒行動，隨時行動逐夢踏實大平信孝作; 黃文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24096 孫正義解決問題的數值化思考法三木雄信著; 羊恩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006 「中文鑑賞與應用」教學歷程與改善黃翠芬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5408 相信的力量: 施力仁雕塑生命力陳義豐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455911 Polysemous on the contrary: pragmatic theory, diachronic corpus analysis and pedagogical approachTimothy M. Nall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5993 彼得林區選股戰略 彼得.林區(Peter Lynch), 約翰.羅斯查得(John Rothchild)著; 陳重亨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9665803 彼得林區征服股海 彼得.林區(Peter Lynch), 約翰.羅斯查得(John Rothchild)著; 陳重亨, 郭淑娟譯五版 平裝 1

9789869665810 彼得林區學以致富 彼得.林區(Peter Lynch), 約翰.羅斯查得(John Rothchild)著; 吳國卿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11266 從論語學會經營哲學 謝四海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夏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核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挪亞方舟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庫克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時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財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書泉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3320 漢字春秋 吳正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3368 建構實在論: 中西哲學的中介 華爾納(Fritz Wallner), 沈清松合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06524 美濃竹頭角黃家古文書 黃阿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7306531 榮耀的背後: 黃清泰參將及黃驤雲進士父子的聖旨故事黃阿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602 十字路口: 全部生命系列問答 楊定一著.口述答覆; 陳夢怡編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653619 十字路口: 全部生命系列問答 楊定一著.口述答覆; 陳夢怡編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653626 十字路口: 全部生命系列問答 楊定一著.口述答覆; 陳夢怡編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9653633 插對頭......還是接對頭?Plugged楊定一著.口述答覆; 陳夢怡編 第一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4507 中級會計學 李大鵬編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514514 中級會計學 李大鵬編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4916 航海人員培訓、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馬尼拉修正案對我國船員管理體制之影響及規劃因應方案. 一九七八年周和平, 周明宏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705 An interesting and reliable approach to learn physicswriter Chien-Hen Chou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45 真理大學財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52 真理大學優質通識教育的未來展望研討會論文集. 第九屆葉錫圻總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真原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8

宸浩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桂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財經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倫悅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峽前鋒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8638 真理大学応用日本語学科言語.文学.文化学術研討會論文予稿集. 2018年: 多元化と越境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203 先民過臺灣-鄉土風情畫: 消失地平線的開墾生活史余秀雄畫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735 王望舒獨唱會-Genius Child. 2011: 音樂會詮釋報告王望舒撰 初版 精裝 2

9789869610742 ANDERSEN給長笛的二十四首大練習曲,作品第15號黃善聖, 許珮娟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48842 金牌打手 泡泡雪兒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5848859 金牌打手 泡泡雪兒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5848873 救舅 朱方君著 平裝 1

9789865848880 迷弟的春天 醉飲長歌著 平裝 上冊 1

9789865848897 迷弟的春天 醉飲長歌著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372266 料理男子的幸福餐桌 pepe著; 林育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693 後人類時代: 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凱薩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作; 賴淑芳, 李偉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709 永不放棄的跑魂者: 真男人的奧運馬拉松之路張嘉哲口述; 陳禹志撰寫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846 聖凱師的居家料理小教室 黃聖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2952 正本清源說紅樓 白先勇策劃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317 甩開寬扁胖!: 48歲的壺鈴爆美力林慧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645 深度學習力: 學歷貶值時代,MIT博士教你從大學就脫穎而出的75個成功法則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著; 朱崇旻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843 簡報現場力: Show Time!簡報三分鐘的20個零失敗技巧尼克.費茲賀伯特(Nick Fitzherbert)作; 鄭清榮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3904 鐵人教育夢 李萬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3966 愛的十年之養: 謝謝那些過去所造就的現在李佩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3980 中華高古玉雕綜論 劉嶔崎作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4109 最後生還者 亞歷珊卓.奧莉薇亞作; 王欣欣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16 迫降的流星 小川洋子著; 莊仲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30 思念不在的地方 東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47 MY PURE PLANET我的純潔的行星杏子Salgoo作; 袁育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54 自在做自己: 隨興生活，隨緣交友，人人都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小宇宙...李冠毅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真理大學應日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茱莉亞廣告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時報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笙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凌雲工作室



9789571374161 結痂週記: 八仙事件他們的生命經驗,我們不該遺忘張承騏等口述; 聯合報願景工程採訪團隊採訪整理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78 營養科學博士教你瘦 奧古斯都.荷士瑪(August Hergesheimer)著; 林美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192 阿飄 上官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08 愛的百種名字: 一趟關於婚姻與療癒的愛之旅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 莊安祺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215 面對失去,好好悲傷: 傷痛不會永遠在,練習療癒自己,找到成長的力量肯尼斯J.多卡(Kenneth J. Doka)著; 林麗冠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22 寫作的起點: 邁向寫作大師之路,寫好自己的人生故事!瑪莉.卡爾(Mary Karr)作; 沈維君, 蘇楓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39 半生不熟: 關於廚藝與人生的真實告白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作;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46 食指大動: 安東尼.波登的精選家庭食譜,只與家人朋友分享的美味與回憶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 勞莉.屋勒佛(Laurie Woolever)合著; 朱崇旻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4253 她與黑色的守護者 寶總監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60 踩向國境之西南東北 趙駿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77 肺腑之言: 我的臺灣情與中國心,邱進益回憶錄邱進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84 海鮮的美味輓歌: 健康吃魚、拒絕濫捕,挽救我們的海洋從飲食開始泰拉斯.格雷斯哥(Taras Grescoe)著; 陳信宏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291 不過是具屍體 瑪莉.羅曲(Mary Roach)著; 林君文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307 怎樣寫好企劃案: 8個簡單步驟、14種好用的企劃案格式、20種激發創意的方法郭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14 魯奇歐與呼哩呼哩: 好大的西瓜喔庄野菜穗子著; 盧慧心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4321 奶奶來了!從陪伴到送別,我與奶奶的1825天交往日記賴思豪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38 不曾結束的一戰: 帝國滅亡與中東歐民族國家興起羅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著;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45 如何讓人信任你: FBI頂尖行為分析專家傳授最強交心術,讓你在職場、人際及生活中擁有人人信服的深度領導力羅賓.德理克(Robin Dreeke), 卡麥隆.史陶斯(Cameron Stauth)作; 周宜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52 紅豆湯配黑麵包,異國戀曲大不同: 那些關於戀愛x約會x婚姻的趣味事,從藝術學者到德國人妻的文化觀察郭書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69 時代人物的另一張臉 鄭佩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76 京都的異次元旅行: 你差一點錯過的京都魔幻景點入江敦彦翥; 林佩瑾, 曾志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83 餐桌上的宋朝 劉海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390 如此盲目的愛 哈維爾.馬利亞斯(Javier Marias)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06 塗鴉ABC 埃莉奧諾拉.馬爾頓(Eleonora Marton)文.圖; 李貞慧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4413 吃法決定活法. 2, 改變病況和壞體質一定要吃的27種野菜、蔬果、蛋食療偏方陳允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20 先生白書 味野國男著; 簡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37 別讓錯誤的營養觀害了你. 2, 你吃進的是營養還是負擔?白小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44 無光之海 白石一文著; 邱香凝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51 怪奇家族 田丸雅智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68 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 片山恭一著; 楊嵐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4475 寫作吧!破解創作天才的心智圖蔡淇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82 細姨街的雜貨店 鄭如晴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499 Pepper開發者從0到1的創新工作法: 重要的不是才能,而是練習!我在Toyota和SoftBank突破組織框架的22個關鍵林要著; 林詠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05 有讀有保庇,金榜就題名!超智慧高分考試術呂宗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12 臨時抱佛腳,也要有技巧!高效率省力讀書術呂宗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29 走河 謝旺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36 我的選擇,是把生命活得更好: 從換腎少年、創業青年到偏鄉教師,總統教育獎得主徐凡甘的甘苦人生徐凡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43 第三者的誕生: 出軌行為的再思埃絲特.沛瑞爾(Esther Perel)著; 洪保鎮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50 色鉛筆寫實畫超入門 林亮太著; 賴庭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67 歐普拉人生指南: 生命中的快樂小事歐普拉雜誌(The Editors of O, The Oprah Magazine)編著; 沈維君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574 歐普拉人生指南: 讓生命重新開機歐普拉雜誌(The Editors of O, The Oprah Magazine)編著; 張毓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581 GOOD EYE台北挑剔指南: 第一本讓世界認識台北的中英文風格旅遊書郭佩怜等著; 培根翻譯, Neil Swanson翻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598 自己的血壓自己救: 輕鬆了解2017版高血壓臨床指引蘇上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604 解讀民粹主義 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著; 林麗雪譯一版 平裝 1



9789571374628 美國人的真正生活 Dr. Phoeb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635 當代最新哲學應用 岡本裕一郎著; 葉小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642 我記憶中的瑪莉娜 茱莉.邦廷(Julie Buntin)作; 鄭淑芬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659 不放手的婚姻: 清除衝突所累積的惡情緒,讓你的婚姻更牢固黛安.梅德韋(Diane Medved)作; 鹿憶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666 不小心就少了5公斤!: 49道蔬菜做的偽麵條料理,低澱粉、高營養的驚奇美味村山由紀子作; 黃瓊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673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1374680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1374697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374703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精裝 1

9789571374710 無聲搖滾 武曉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734 誰統治世界?: 主張民主人權的政府為何霸凌他國，勾結財團操控媒體、扭曲真相杭士基(Noam Chomsky)著; 林添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741 萬病之王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 莊安祺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758 以小勝大: 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為勝?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李芳齡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765 基因: 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772 沒有變好也沒關係: 找回生活的平衡,接受不完美的練習卡爾.賽德斯多羅姆(Carl Cederström), 安德烈.史派瑟(André Spicer)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789 大地歡喜的感恩奇蹟: 種出不會腐爛的蔬菜,我從大自然學到的5個生命體悟村上貴仁著; 蘇楓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796 拾貝人 安東尼.杜爾作; 施清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02 白銀帝國: 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徐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19 重新與人對話: 迎接數位時代的人際考驗,修補親密關係的對話療法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26 怎樣成為企劃高手: 寫好企劃案．鹹魚大翻身郭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33 意義: 邁向美好而深刻的人生 艾蜜莉.艾斯法哈尼.史密斯(Emily Esfahani Smith)著; 洪慧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40 學校最該教什麼?: 直擊12種非典型教育現場劉政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57 明心見性: 六祖壇經法要 陳琴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64 遇見100%的女孩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四版 平裝 1

9789571374871 壽司物語: 內行人才知道的壽司美味與文化宮尾重男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888 我和你和他和她: 快樂的一家 莉莉.拉洪潔(Lilli L'Arronge)文, 圖; 黃筱茵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4895 吃法決定活法. 3: 不起眼的超級食物: 蔥薑蒜、糖、漬物的驚人養生妙用陳允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901 曠野中的天堂 博伊德瓦提(Boyd Varty)著; 傅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918 時尚偏執狂的巴黎記事 安潔拉.韓雪瓦.艾奴(Angèle Rincheval Hernu)作; 卡艾勒.巴拉斯(Karel Balas)攝影; 黃琪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925 地方創生2.0 神尾文彥, 松林一裕著; 王瑜琮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932 萊辛頓的幽靈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4949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956 人造衛星情人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4963 週末的快樂效應: 不被超時工作與忙亂瑣事綁架,順利切換「假日模式」,找回久違的週休生活卡特里娜.翁斯塔(Katrina Onstad)著; 胡琦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4970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 村上春樹著; 賴明珠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4994 自己的睡眠自己救: 運用醫療新科技擺脫睡眠困擾江秉穎著; 陳旻苹採訪整理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07 巴菲特投資攻略圖解 三原淳雄著; 蕭仁志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1375014 貓劍客 葉羽桐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571375045 負面情緒的逆思考術: 擺脫焦慮,逆轉怒氣,停止抱怨,讓壞心情激發好能量的大腦訓練法小田全宏著; 李麗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52 人生唯一不變的就是變: 橫尾忠則的快人快語横尾忠則著; 陳嫻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69 追尋凡夫俗子的天命 葉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76 設定目標,活出精彩人生: 6個正向練習重拾美好生活瑪莉卡.喬布拉(Mallika Chopra)著; 葉妍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1375090 如果穿上內褲的話: 男生和女生一樣嗎？朴鍾震文; 金允卿圖; 林育萱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1375106 骨皮肉 顏艾琳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1375144 勇者不再 陳志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018281 魚館幽話. 一, 相思藤 瞌睡魚游走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40242 神清智明: 蔡明智書畫回顧展專集蔡明智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15481 高雄市師大攝影學會會員聯展作品輯. 106年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15614 環境規劃論叢 李慶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6912 蘭亭墨韻 蔡尚運, 李銘煌, 張學隆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62218 綠頭髮先生行醫記 劉海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25 大將軍勇鬥鼻涕蟲 劉海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32 大象進城 劉海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49 神奇的扁鎮 小兵立大功 劉海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56 神奇的扁鎮 妙計頂呱呱 劉海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62263 神奇的扁鎮 馬桶造反記 劉海棲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804 孝行天下: 林進榮的孝行人生 林進榮作 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若水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師大攝影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02

送存冊數共計：105

悅智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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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復文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旅報週刊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高市都技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市蘭亭書學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329 翻身.番身 劉承賢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952646 高中生物指考超越顛峰 邱伯勤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14 學測A++高中數學學測複習講義毛鏘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21 高中數學1-4冊地毯式複習講義廖培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38 學測A++高中公民與社會學測複習講義王思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7952745 漸進式閱讀滿分訓練 張玲瑜, 詹嘉芸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05340 高雄醫學大學校史. 飛揚篇(2000-2018)柯政全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05371 我愛高醫: 劉景寬校長六年校務紀實101-106學年度陳正生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6105388 經典風華. 第二集 劉景寬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140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60週年院慶紀念專刊黃尚志總編輯 第1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6419 高雄關帝廟沿革誌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4986 青鱂魚完全飼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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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60600 港市合作: 理論與實務探討 陳韜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8917 從平凡中創造非凡. 2: 邁向巔峰曹瓏瀚, 李佳蓁口述; 林侑詮文字整理[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晟景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桃市市港合一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倖新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雄關帝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展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高醫大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高醫大中和紀念醫院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736 EQ.IQ腦力鍛鍊 楊儒勳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6403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一冊, 實務一: 觀光資源概要陳安琪總編輯 八版 平裝 1

9789869676410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二冊, 實務二陳安琪總編輯 八版 其他 1

9789869676427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第三冊, 領隊別冊陳安琪總編輯 八版 平裝 1

9789869676441 絕對考上導遊+領隊. 英語篇 陳安琪總編輯 七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85916 當先知以賽亞遇見火焰飛龍: 以賽亞書中的動物與植物張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012 內在的光: 找回生命動力的傳世經典湯瑪斯.祈里(Thomas R. Kelly)著; 應仁祥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036 耶穌的讀心術: 路加福音的心理敘事神學曾思瀚(Sam Tsang)著; 曾景桓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043 天國演說家: 從言說行動理論看路加福音曾思瀚(Sam Tsang)作; 曾景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1986067 基督是餐桌之主: 飲食神學小革命瑞秋.史東(Rachel Marie Stone)著; 秦蘊璞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50055 太陽能、風力發電與電網接駁技術甲斐隆章, 藤本敏朗著; 許郁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277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864050338 圖解電子實驗. 進階篇 查爾斯.普拉特(Charles Platt)著; 屠建明, 曾吉弘, 江惟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345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劉允中譯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864050437 DIY聲光動作秀: 用Arduino和Raspberry Pi打造有趣的聲光動態專題西蒙.孟克(Simon Monk)著; 屠建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444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864050451 FunSTEAM玩轉教育 馥林文化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468 65歲後不求人的幸福祕訣 阿部絢子著; 許展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482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864050499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050505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050512 Prototyping Lab: 「邊做邊學」,Arduino的運用實例小林茂著; 許郁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050529 我的不完美人生 蘇菲.金索拉(Sophie Kinsella)著; 葉妍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536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Madison等譯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864050543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劉允中等譯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050550 一讀就懂micro:bit: 給程式新手的開發板入門指南沃弗拉姆.多納特(Wolfram Donat)著; 屠建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50567 Make: 國際中文版 Maker media作; 劉允中等譯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17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校園書房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泰電電業

送存冊數共計：1

陞運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馬跡庫比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919 呼倫貝爾 王柏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002 金融企業會計 章穎薇, 王竹萍主編 第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7091 幸福佛法 顯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1601 郭子傳奇 林文吉文圖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220 心靈週曆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文; 蔡仁芳圖.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643174 半導體產業年鑑. 2018 江柏風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81 通訊產業年鑑. 2018 呂珮如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198 電子零組件暨顯示器產業年鑑. 2018林澤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04 機械產業年鑑. 2018 莊瀅芯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11 汽機車產業年鑑. 2018 蕭瑞聖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28 石化產業年鑑. 2018 范振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35 醫療器材產業年鑑. 2018 張慈映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42 新興能源產業年鑑. 2018 王孟傑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643266 特用化學品產業年鑑. 2018 陳育誠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005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工作報告. 107學年度劉孟奇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神農廣播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財經錢線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大考中心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毛毛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工研院產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宬嘉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高遠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86513 與小孩對談 G.B.馬修斯原著; 陳鴻銘譯 二版 平裝 2

9789578886520 靈靈 M.李普曼(Matthew Lipman)著; 楊茂秀譯二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4949 Quest for economic growth engines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022 你們要歡喜踴躍: 論於當代世界成聖的召叫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1039 尋求天主的面容: 有關女性默觀生活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著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38727 收出養: 我們一起不會忘記 曾淑美撰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5804 獨立與問責: 英、日、美、韓、台灣之公共廣電比較研究何國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811 播種: 公視20 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5779 台灣環境品質與能源效率評析. 2017環科工程顧問(股)公司等作; 余騰耀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10755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第卅一期 張恒鴻總編輯 平裝 2

9789868110762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第卅二期 黃蕙棻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800539 神奇的化妝舞會 NIKUMON圖.文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技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醫藥研發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天主教福利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公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太平洋經合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兒童癌症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路加傳道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42837 奇醫恩典: 最新臺灣基督教醫院發展彙編臺灣各基督教醫院主稿; 施富金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865 使用者體驗願景設計: 從0到1的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創新手法山崎和彥等著; 詹慕如, 劉軒妤譯 平裝 1

9789869199872 地方創生X設計思考. 「里山十帖」實戰篇岩佐十良著; 鄭舜瓏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2771 自主防災 家園常在: 臺灣天然災害潛勢公開資訊與自主防災曹鼎志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739 百八觀音: 彩銅雕圖錄 靈鷲山開山寮法堂院總策劃 初版 精裝 1

9789869469746 百八觀音: 唐卡圖錄 靈鷲山開山寮法堂院總策劃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3213 氣候變遷國中小繪畫創作比賽作品集. 2018第八屆楊子瑩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7145 讓大船轉彎: 傳統雜誌發展新平台: 以<>「獨力評論@天下」為例王思澄編著 其他 1

9789869257152 媒體文化與科技的競合: 多媒體互動新聞敘事之媒材、互動與權力黃翊琪編著 其他 1

9789869257169 新聞遊戲可以報導新聞?: 數位時代關於新聞遊戲的初探性研究蔣宜婷編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2476 十住毘婆沙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272483 十住毘婆沙論講義 釋厚觀主編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908 種子雨: 朱銘美術館兒童藝工的實踐朱銘美術館教育推廣部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世界宗教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衛發展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中興工程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朱銘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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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星福張振芳伉儷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印順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114 青春逐夢台灣國: 濁水仔囝去美國戴寶村主編; 張炎憲採訪; 王韶君整理編寫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74605 幸福樂: 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得獎作品集. 11. 2017第十二屆釋如常主編 平裝 3

9789574574681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sunlight within the heart (grades 1 & 2)editor Venerable You Lu, Yuan Chou1st ed. 其他 1

9789574574681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sunlight within the heart (grades 1 & 2)editor Venerable You Lu, Yuan Chou1st ed. 其他 1

9789574574698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spread the love (grades 3 & 4)editor Venerable You Lu, Yuan Chou1st ed. 其他 1

9789574574698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spread the love (grades 3 & 4)editor Venerable You Lu, Yuan Chou1st ed. 其他 1

9789574574728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my little universe (Grades 5 & 6)editor Venerable You Lu, Yuan Chou1st ed. 其他 1

9789574574728 Three acts of goodness teaching material: my little universe (Grades 5 & 6)editor Venerable You Lu, Yuan Chou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6430 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羅錦福(Douglas Paton), 何日生, 張麗珠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430 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羅錦福(Douglas Paton), 何日生, 張麗珠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447 慈濟年鑑. 2017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6454 慈濟年鑑. 2017 何日生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074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黃英傑總編輯 第十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06269 非常關係5.0: 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專輯劉俊蘭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500198 馬可.卡薩格蘭: 邁向第三代城市安娜.尤季納(Anna Yudina)作; 陳婷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5343 見圖思情: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典藏繪畫專輯王婷瑩, 林叡秀編輯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佛教慈濟基金會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林迺翁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8611 IFRSs合併財報暨個體/個別財報行業財務比率. 107年版(106年度)張國銘總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316 聖道起信論: 徐松石早期著作選集徐松石著; 蘇遠泰編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2684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鋼鐵篇陳建任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691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不鏽鋼篇林偉凱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07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鋁金屬篇劉文海, 蔡培軒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14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銅金屬篇王信富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21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鈦金屬篇簡佑庭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38 金屬材料產業年鑑. 2018 陳建任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45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8 朱珮綺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52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8, 螺絲螺帽篇朱珮綺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69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8, 手工具篇傅珮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76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8, 模具篇楊瑞雯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5662783 金屬製品產業年鑑. 2018, 水五金篇葉佳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707 追尋初衷: <>戲劇音樂深度解析華格納(Richard Wagner)歌劇腳本原著; 詹益昌, 陳蘋蘋歌劇腳本翻譯; 詹益昌, 呂岱衛專文撰寫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4338 心靈點滴: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專題講座彙編. 第36集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0337 食品產業年鑑. 2018 鄔嫣珊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47732 急診室的一堂課 陳啟華著 初版 平裝 1

金融聯合徵信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周聯華紀念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毒藥物防發會

送存種數共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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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存冊數共計：1

食品工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金屬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22

夜鶯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5144 歲月無聲 形意縱橫: 蘇慶田水墨創作蘇慶田作 精裝 1

9789869465151 期頤登峰書法家聯展 李國殿總編輯 精裝 1

9789869465168 悠游藝響: 蔡俊章水墨畫集 蔡俊章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498791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6年 平裝 2

9789579498791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06年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355620 愛無聲: 「關懷陪伴」短文與生命故事徵選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第四屆「關懷陪伴」短文與生命故事徵選得獎作者作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8540 寫給華德福家長的信 張宜玲著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6600 新北城鄉政策建言. 2018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等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2538 現地求生術: 新亞洲策展報告 曲德益總編輯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501 原始點醫學 張釗漢著 第13版 平裝 1

9789869628518 原始點醫學(簡體字版) 張釗漢著 第13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6038 氣象衛星任務檔案: 大鳥村的夏日救援胡妙芬文; 曾建華, 謝欣如圖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鯤鯓代天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海基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04915 改變生命的學習: 學習者七大定律魏肯生(Bruce Wilkinson)作; 陳麗玲, 陳維德, 柯美玲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6889 隨天啟動 雅各.文生(James Vincent)著; 徐石瑋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36896 與神立約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著; 盧珍予, 郭秀娟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8201 超自然的恩膏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張珮幸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58218 更深認識祢: 在敬拜中建立與主更親密的關係安迪.派克(Andy Park)著; 戴保堂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8225 經歷讚美的能力(簡體字版)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張珮幸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8232 轉化生命的非凡禱告 吉姆.喬治(Jim George)著; 蔡顏雲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8249 超自然新世代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柯美玲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58256 聖靈超自然的澆灌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邱恩宜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58263 超自然的恩膏(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張珮幸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8270 超自然新世代(簡體字版) 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柯美玲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8287 聖靈超自然的澆灌(簡體字版)基耶摩.馬都納多(Guillermo Maldonado)著; 邱恩宜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6253 復活再臨的君王(精簡版) 丹尼爾.林(Daniel Lim)作; 劉如菁譯 平裝 1

9789869336260 耶穌360° 丹尼爾林(Daniel L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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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5003 The Depth and Reality of Christian Spiritual TherapyChinese authors Simon Man-wo Lau, Jenny Shao-chen Mo; English translator Debbie Wen-ying Lee平裝 1

9789869645010 重生,如一抹新綠 劉聯穎等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0302 全人更新營會 楊錫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319 門徒學校 楊錫儒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70326 幸福到你家: 福氣教會的見證 楊錫儒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0333 幸福波冰王: 幸福小組專用破冰手冊馮珮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943 全球零售通路產業創新趨勢與關鍵議題. 2017林原慶等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晨曦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基督教福氣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以琳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基督教異象事奉展望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基督中國主日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商業發展研究院



9789869552974 餐飲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8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981 物流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8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2998 流行時尚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8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309 健康照護業經營模式個案彙編. 2018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518170 不會魔法的泰娜 岑澎維著; 盧貞穎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187 細菌好朋友 陳俊堯著; Forest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200 阿凡提的機智旅行 子魚作; 達姆繪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217 妮子的玩具箱 陳素宜著; 楊麗玲圖 一版 平裝 1

9789577518224 雪地和雪泥 黃郁文著; 江蕙如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7518231 河童禮 傅林統著; 江蕙如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98602 形色對/話: 游守中作品集. 2016游守中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93735 謝謝我的勇敢: 26個重要的生命禮物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作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800 收藏雲門 蔣勳, 林懷民, 林百里撰文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9090 凝視自然: 陳炳臣創作專輯 潘慧敏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604 竹崎曾氏族譜 翁烔慶責任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502 50+新熟齡消費趨勢報告 龍吟研究團隊, 凱度消費者指數著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岡興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游守中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陽光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國語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曾南居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智榮文教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396 時代的眼睛.故鄉的印記: 林慶雲、林文彥、林磐聳父子聯展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651905 新.人間革命. 第1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1912 新.人間革命. 第2卷 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1929 新地球文明之詩: 談泰戈爾與世界公民芭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 池田大作著; 劉煜輝譯; 台灣創價學會編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51936 希望的明日: SGI會長池田大作指導珠玉集池田大作作; 台灣創價學會創價新聞社編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9651950 妙法蓮華經並開結 創價學會著; 台灣創價學會編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1967 新.人間革命. 第24卷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51974 學習勝利的經典: <>. 10, 四恩抄等三篇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1974 學習勝利的經典: <>. 10, 四恩抄等三篇池田大作著; 創價學會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1998 新.人間革命. 第20卷 池田大作原著; 創價學會編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5000 和平之橋: 暢談人本教育 顧名遠, 池田大作著; 劉焜輝譯 一版 精裝 1

9789869675017 李再鈐雕塑: 九十而作展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平裝 1

9789869675048 教學入門: 任用考試手冊 創價學會教學部著; 台灣創價學會譯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07945 太上感應篇直講(原文注音)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61773 樂在種菜: <>雙月刊家庭蔬菜栽培選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5499 關鍵戰疫: 臺灣傳染病的故事 張鴻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5902 農's 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大北港特輯周季嬋, 鍾怡婷撰稿 平裝 2

9789869665919 農's Day: 日日有農事,天天是好日. 台南東山果樹區特輯周季嬋, 陳姵君, 鍾怡婷撰稿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6460 和耶穌一起去度假: 依納爵式8天避靜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著; 譚璧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6477 心靈旅程: 進入大德蘭靈心城堡茱麗安.麥克琳(Julienne McLean)著; 譚璧輝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董氏基金會<>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創價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3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村發展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上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817541 Fintech趨勢與前瞻: 區塊鏈發展趨勢與應用周樹林等作 平裝 1

9789575817558 臉部辨識技術發展與垂直領域應用分析楊仲瑜作 平裝 1

9789575817565 東南亞智慧城市垂直市場應用分析林信亨, 甘岱右作 平裝 1

9789575817572 ICT產業白皮書. 上: 資訊硬體/消費性電子/智慧行動載具. 2018洪春暉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5817589 ICT產業白皮書. 下: 人工智慧/5G/資訊安全/電子商務. 2018洪春暉總編輯 平裝 1

9789575817596 智慧科技專利技術暨國際大廠布局分析洪春暉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8749 親在人生路上: 原生家庭三堂課黃維仁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2518 屠宰豬隻病理學圖譜 陳世平等編修 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9602525 肉豬: 一本肉豬生長、健康及行為管理的實用指南Mark Roozen, Kees Scheepens原著; 陳世平, 孫豫芬, 黃玉明譯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92283 流變之身 李足新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43978 Encounters with Master Sheng Yen. IXeditorial & production Cultural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317 我的學思歷程. II 林柏榕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57415 性好有你: 心智障礙者性教育教材郭伊凌等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農業科技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毓繡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資策會產研所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愛家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喜樂保育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大乘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聖嚴教育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佑生文教基金會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63934 學佛通論 續明法師撰述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63941 宗鏡錄標點本. 下冊(卷五一-百)(宋)永明延壽禪師輯造; 九七叟孫劍鋒居士整編初版 精裝 1

9789865963958 八識規矩頌講義 聖德法師編述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7588 台北電影節節目特刊. 2018第二十屆郭敏容總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806 羅莎的傷口 潘小雪總編輯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8120 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 林信男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16558 讓我教你怎麼掃 陳怡君等作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1603 蕭明賢 蕭明賢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7965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 2017年報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055754 炙熱靈魂美術名家聯展. 2018: 見性.顯形作品專輯陳思伶策展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4500 慈母手中線 ㄚ嬷以鉤棒針呈現的愛心蔡王阿滿, 滿福大家族著 初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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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當代藝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嘉縣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滿福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修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精神健康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北市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瑪利亞社福基金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492 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 弱勢兒少十年生活趨勢調查報告何素秋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91199 信託法規與稅制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四版 平裝 2

9789863991205 信託原理與實務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四版 平裝 2

9789863991212 信託業務總整理. 2018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281 國際經濟金融變動: 名家帶你讀財經李勝彥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04 銀行授信實務. 2018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11 銀行授信法規及實務重點整理暨試題解析. 2018年版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28 銀行授信法規. 2018年版 台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35 初階授信人員測驗歷屆試題詳解練習題本. 2018年版林崇漢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991342 台灣金融創新: 觀點與對策 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320097 國度福音全能神經典神話（選編）(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編輯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486 末世基督的見證人（見證神的二十項真理）(簡體字版)全能神教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493 末世基督的見證人（見證神的二十項真理）全能神教會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09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 末世基督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16 末世基督全能神經典話語(簡體字版)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530 The Word Appears in the Flesh 話在肉身顯現末世基督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20615 Utterances of Christ of the Last Days (Selections)末世基督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7132 約翰一、二、三書 D. Moody Smith著; 許芳菁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930941 台灣新南向.經濟新方向 陳華昇等作; 陳華昇, 譚瑾瑜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94145 公共工程常用植栽手冊. 第六輯盧宗憲總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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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院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18

桃縣基督教新歌教會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臺灣教會公報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家扶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金融研訓院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4372 玉見設計: 中國古玉形紋設計特展吳棠海著; 震旦文教基金會編輯委員會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200 My bonnie 黃渼娟編曲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7160 巷仔內的福佳老故事書: 12個在地人的士林口述史陳寬弘等受訪 初版 平裝 1

9789868707160 巷仔內的福佳老故事書: 12個在地人的士林口述史陳寬弘等受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9032 竹林雅集聯展專輯. 2018 彭安政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157599 紅龍果栽培一本通: 品種.管理.採收.通路-全方位報到!劉碧鵑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705 蛻變: 麗寶國際雕塑雙年獎. 第三屆吳秋賢總編輯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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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59140 佛說阿彌陀經(簡體字版)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三版 平裝 1

9789869559157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簡體字版)(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3923 禪菩提(簡體字版) 釋心道作 二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豐年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導航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震旦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蘭陽文教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靈鷲山般若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72446 Java程式設計入門 陳文輝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500 糖果馬戲團 林芳宇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517 清秀佳人 露西.莫德.蒙格瑪麗(Lucy Maud Montgomery)著; 王加加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524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Jane Austen)原著; 晴天金桔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7531 地球文明防衛隊 林芳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915796 Sight words to reading Archie Yang作; Emily Yang繪圖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915802 Sight words to reading Archie Yang作; Emily Yang繪圖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915819 Super phonics: from phonics to readingArchie Yang作; Chien-Hui Hung繪 其他 第1冊 1

9789866915826 Super phonics: from phonics to readingArchie Yang作; Chien-Hui Hung繪 其他 第2冊 1

9789866915833 全民英檢初級閱讀一本通 杜哲宏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915857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一本通 杜哲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6915888 新多益黃金單字 文之勤作 再版 其他 1

9789866915895 六級分作文: CWT全民中檢初等範文書云團隊教師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15918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實戰練習 郭文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915925 新多益一本通: 試題解析 文之勤作 再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5964 金剛經、證道歌、信心銘(精簡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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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40561 東京.半日慢行 張維中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36 這樣隔間,不後悔 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43 裝修前、裝修後!無毒家一本通原點編輯部, 蔡明達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50 厲害！別小看系統家具 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1267 一開始就不用收！家的最後一次空間收納課朱俞君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88 湯自慢: 泡湯之愛與享樂溫泉 揚雅雯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87764 居家聰明設計101 原點編輯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0849 住進英倫風的家 齊舍設計事務所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94205 老房子,活起來!: 舊宿舍、街屋、小公寓、日式平房、老市場,專家職人的老肉新皮改造之道張素雯, 李昭融, 李佳芳作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師德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0

修緣道場

送存冊數共計：3

海潮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悅樂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原點



9789869494274 極上.京都.御三家 黃宏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23356 建築的元素: 形式、場所、構築，最恆久的建築體驗、空間觀與設計論皮耶.馮麥斯(Pierre von Meiss)著; 吳莉君譯其他 1

9789869555654 一輩子的家!這樣裝修最簡單 朱俞君作 一版 其他 1

9789869555678 1.2.3人の小住宅滿足學 原點編輯部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5685 世界極上之宿: 建築師眼中的世界之最,親身體驗後才知道的超凡黃宏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55692 一定要跟日本學,Japan Style商機力柯珊珊著 初版 其他 1

9789579072045 走進世界廚房 : 廚房很有愛！一起享用各地好朋友鍋碗瓢盆裡的交換秘密Soupy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40787 一本讀懂夏目漱石: 老師原來是個重度浪漫主義者呢!新潮文庫編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088 心: 日本文學史上最暢銷小說,漱石公認代表作夏目漱石作;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323 芳療實證全書 溫佑君, 肯園芳療師團隊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576 我是貓 夏目漱石著; 吳季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668 停滯的帝國: 一次高傲的相遇,200年世界霸權的消長阿朗.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著; 王國卿等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736 戀家日常「愛用品」 生活倡議編輯部著; 邱喜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50 教養的初心: 流傳60年的經典育兒小詩,日本暢銷150萬冊的家庭教育聖經桃樂絲.諾特(Dorothy Law Nolte), 瑞秋.賀立斯(Rachel Harris)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798 愛妻瘦身便當 貝蒂做便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828 這樣帶人,廢材也能變人才!: 39招新世代員工管理術,下屬挺你,老闆愛你,客戶都想挖角你!池本克之著; 許郁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835 沉思錄.我思故我在: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著; 龐景仁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842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 教出守信用、能分享、會理財的好孩子孫玉梅, 愛立方專家顧問團策畫二版 平裝 1

9789863842859 先知: 東方詩哲紀伯倫唯美散文詩集卡里.紀伯倫(Kahlil Gibran)作; 趙永芬譯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2866 散落星河的記憶. 第四部, 璀璨桐華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42873 零基礎水彩畫教室 王建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880 寫作課: 一隻鳥接著一隻鳥寫就對了!安.拉莫特(Anne Lamott)著; 朱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897 問個不停的小孩,加斯東: 建立孩子價值觀&世界觀的第一本親子哲學繪本 給爸媽的萬能解答書(3-12歲適讀)Matthieu de Laubier, Marie Aubinais, Gwenaelle Boulet作; Catherine Proteaux-Zuber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903 怪談: 日版<>,妖怪文學經典,日本近代幽玄之心始祖小泉八雲著; 黃瀞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910 (圖解)陰道保養全書: 融合中西醫學、阿育吠陀療法,日本Amazon婦科保健No.1暢銷書,全方位護理女孩長大後最應該保養的私密處原田純著; 辰野百合子指導.監修; 黃瀞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842934 一閃一閃小銀魚. 1: 小銀魚立大功保羅.寇爾(Paul Kor)著; 羅凡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941 一閃一閃小銀魚. 2: 超級大朋友保羅.寇爾(Paul Kor)著; 羅凡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958 一閃一閃小銀魚. 3: 世界原來這麼大保羅.寇爾(Paul Kor)著; 羅凡怡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965 地心歷險記 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著; 許雅雯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3842972 小銀魚三部曲: 猶太家庭給孩子的第一套「生命教育」 啟蒙書,以色列繪本之父經典代表作保羅.寇爾(Paul Kor)著; 羅凡怡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3842996 芳療私塾XBEAUTY: 溫老師45種不藏私精油美容法溫佑君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3843009 希臘狂想曲. 1: 追逐陽光之島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三版 平裝 2

9789863843016 希臘狂想曲. 2: 酒醉的橄欖樹林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三版 平裝 2

9789863843023 希臘狂想曲. 3: 淘金孃的森林寶藏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三版 平裝 2

9789863843030 希臘狂想曲. 4: 貓頭鷹爵士樂團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三版 平裝 2

9789863843047 希臘狂想曲. 5: 眾神的花園 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三版 平裝 2

9789863843054 (保育頑童的快樂童年筆記)杜瑞爾.希臘狂想曲(跨世紀自然文學經典: 出版50週年紀念版)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著; 唐嘉慧譯三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3843061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2,春秋戰國篇肥志編.繪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6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野人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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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86328 Target Reading 2: 6 Keys to ComprehensionAuthor Michelle Witte,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6625 彼得潘(原著雙語彩圖本) 詹姆斯.馬修.巴里(J. M. Barrie)作; 羅竹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6649 Start新制多益: 給新手的聽力閱讀解題攻略Mu Ryong Kim,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作; 江奇忠, 彭尊聖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694 超級英語閱讀訓練. 1: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精選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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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863186717 The Wizard of Oz Lyman Frank Baum[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3186755 決勝新制多益: 聽力6回模擬試題+完全剖析Kim dae Kyun著; 蔡裴驊, 關亭薇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830 決勝新制多益: 閱讀6回模擬試題+完全剖析Kim dae Kyun著; 林育珊, 關亭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6847 超級英語閱讀訓練. 2: FUN學美國英語課本精選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6854 Target Reading. 3: 60 Selected ReadingsMichelle Witte等作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6861 亞洲咖啡認證初階學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亞洲咖啡認證中心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6885 職場溝通英語 孫沛婕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946 Target reading. 1: 60 selected readingsMichelle Witte,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作三版 其他 1

9789863186953 Target reading. 2: 60 selected readingsMichelle Witte, Richard Luhrs ,Zachary Fillingham作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6960 How to understand English new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reading English newsBrian Foden等著 初版一刷 其他 1

9789863186977 挑戰新制多益聽力滿分: 模擬試題1000題Kim su hyeon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86984 讀日本文化說日語(彩圖版) 木下真彩子, 津田勤子著; 李喬治譯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035 Peter Pan by James M. Barrie 2nd ed. 平裝 1

9789863187042 挑戰新制多益閱讀滿分: 模擬試題1000題Choi Young K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87080 English power-on!building vocabulary & reading skills. level 1Amanda Janelle Freerksen等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3187158 Fun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新生入門英語閱讀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二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3187165 Fun學美國各學科初級課本: 新生入門英語閱讀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著二版 其他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378 Gui gu zi heart dharma inTaiwan: feng shui lectures on yang residencesauthor Chang Yi-Jui 2nd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032 唯心聖教唯心道藏簡介 混元禪師開示; 陳立岳恭錄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64173 半總統制跨洲比較: 亞洲與歐洲的對話廖達琪, 沈有忠, 吳玉山主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唯心宗文化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唯心聖教學院

淨土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寂天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山大學出版社



9789868664173 半總統制跨洲比較: 亞洲與歐洲的對話廖達琪, 沈有忠, 吳玉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211475 親身實見: 杜甫詩與現地學 簡錦松著 第1版 精裝 1

9789869211475 親身實見: 杜甫詩與現地學 簡錦松著 第1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91735 動中正念: 透過禪修和日常覺知與自己為友邱陽.創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qa Rinpoche)作; 陳慧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73 噶千仁波切大圓滿頓悟法: 椎擊三要噶千仁波切作; 張昆晟藏譯; 楊書婷英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797 法王說心經 大藩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原典譯; 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釋論作; 施心慧中文審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91803 大手印大圓滿雙運 噶瑪恰美仁波切(Karma Chakme Rinopche)原典; 堪布塔卡仁波切(Khenpo Karthar Rinpoche)釋論; 喇嘛耶喜嘉措英譯; 噶瑪策凌卻準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6091810 上師相應法: 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之<>開示蔣貢康楚羅卓泰耶原典作; 堪布噶瑪拉布講述; 堪布羅卓丹傑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27 願惑顯智: 岡波巴大師大手印心要林谷祖古仁波切(Ringu Tulku Rinpoche); 呂家茵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34 菩提心的滋味 措尼仁波切(Tsoknyi Rinpoche)作; 朱穆金, 多傑喇嘛口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41 彌陀天法: 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實修指導天法明就多傑天法伏藏; 噶瑪恰美仁波切儀軌編纂; 堪布卡塔仁波切儀軌釋義; 比丘尼洛卓拉嫫藏中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58 仁波切說二諦: <>釋論 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著; 陳履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6091865 老和尚給你兩顆糖: 94歲長老仁波切手把手教止觀堪布卡塔仁波切著; 陳怡妃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445463 別說你害怕 朱塞佩.卡托策拉(Giuseppe Catozzella)著; 祁怡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00 憤怒療癒力: 每一次失控都隱藏著被忽略的傷痛,透過三大覺察練習走出情緒黑洞,和更好的自己相遇伯納.高登(Bernard Golden)著; 李斯益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17 日本腦力錦標賽五冠王「超高效記憶術」: 3循環反覆速習法×1分鐘速寫,無關天分與年齡,記憶大量資訊隨時開始池田義博著; 劉格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24 大不敬的年代: 近代中國新笑史雷勤風(Christopher Rea)著; 許暉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31 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 從弘文學院入學到「退學」事件,青年魯迅的東瀛啟蒙北岡正子著; 王敬翔, 李文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48 Miya字解日本: 食、衣、住、遊茂呂美耶著 二版一刷 平裝 1

9789863445555 愛的力量: 如何找到真正的愛,並保有自由?!奧修(OSHO)著; Sevit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62 Try旺人生: 冰冰姊的「甘巴嗲」哲學,帶你遇見生命中的貴人!白冰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79 製作路易十四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 何啟宏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5586 歷史學家的海怪地圖: 中世紀地理座標上最神祕的符號、航海傳說及寰宇冒險切特.範.杜澤(Chet Van Duzer)著; 馮奕達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593 持續進行的瞬間: 談攝影及其捕捉的心靈傑夫.代爾(Geoff Dyer)著; 吳莉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609 你要世俗地活著,才能hold住未來蘇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16 花街二十七號: 文壇教母葛楚．史坦、愛麗絲與畢卡索、海明威、懷海德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著; 黃意然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23 親愛的奧德莉娜 V.C.安德魯絲(V.C. Andrews)著; 楊沐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30 作家的航空母艦: 從飛行甲板到引擎室、從禮拜堂到淋浴間傑夫.代爾(Geoff Dyer)著; 莊安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54 拜託了!數學先生. 2: 解開少女心的公式向井湘吾作; 張鈞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61 你只是沒有逼自己幸福: 停止抱怨、戳破謊言、以有效作為代替無效安慰,走出越活越苦悶的假性舒適圈蘿倫.韓黛爾.山德(Lauren Handel Zander)作; 簡秀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78 一級艦隊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著; 黃鴻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85 作伴 郭強生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692 我是漫畫家 手塚治虫著; 謝仲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08 被誤讀的哲學家 安東尼.高特列柏(Anthony Gottlieb)著; 劉維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15 昭和百工圖鑑: 從消失的一一五種職業,窺見日本近百年的社會變遷澤宮優著; 平野理子繪; 蘇文淑, 陳柏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22 27場送行: 無償安葬弱勢孤貧,從21年的告別裡學習最溫暖的人生功課郭志祥, 吳倪冬月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麥田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眾生文化



9789863445739 另一種日常: 生活美學讀本 凌性傑, 范宜如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46 二十四隻瞳 壺井榮著; 黃鴻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53 從噁心到同理: 拒斥人性,還是站穩理性?法哲學泰斗以憲法觀點重探性傾向與同性婚姻瑪莎.納思邦(Martha C. Nussbaum)著; 堯嘉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60 回到宋朝long stay！ 馬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77 新俠女圖 李永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784 給40歲的嶄新開始 松浦彌太郎作; 阿夜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3445791 戰爭論精華 克勞塞維茨(C. von Clausewitz)著; 鈕先鍾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3445814 我每天都想離職: 終身職不存在!不當社畜,培養隨時可離職的工作體質朴英祿作; 黃子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445821 大吉嶺: 眾神之神、殖民貿易,與日不落的茶葉帝國史傑夫.寇勒(Jeff Koehler)著; 游淑峰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097 這些人,這些事: 用生命疼愛台灣的愛的守護者盧俊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6502 驅魔師. 2: 從聖經到現代的驅魔實錄加俾額爾.阿摩特(Gabriele Amorth)作; 王念祖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9615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畢業設計專刊. 2017年度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一零六級畢業生編著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2416 Park_flor花,與帕克 莪本設計有限公司作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16704 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 新中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聶莉莉著; 聶曉華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502630 漱石と〈時代〉: 没後百年に読み拓く范淑文編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685 孤寂與騷動: 臺大文學獎作品集. 第十九屆梅家玲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692 孫應時的學宦生涯: 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黃寬重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739 「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松岡格作; 周俊宇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753 國史館現藏總統副總統檔案目錄: 嚴家淦歐素瑛等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2

9789863502760 文本深層: 跨文化融合與性別探索鍾玲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3502784 從聖教到道教: 馬華社會的節俗、信仰與文化李豐楙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807 《荒原》．艾略特詩的藝術 葉維廉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3502814 奈米科技中的力學 李雨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502845 Special Issue Wang Chen-ho editors Kuo-ch'ing Tu, Terence Russell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成大工設系畢展籌備組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莪本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32

送存冊數共計：32

啟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清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大出版中心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18228 稻香 楊遜謙, 謝兆樞, 陳隆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92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特刊Clip Clips. Vol.2: 奇石趙品佳, 楊羿柔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001520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7使用C#2017李春雄, 洪瑞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1537 互動式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4.7使用Visual Basic 2017李春雄, 洪瑞展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053 不凋的藝術: 親手製作情意雋永的永生花王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060 300道廣東湯,喝出好健康!依24節氣煲出的廣東湯食譜大全余自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077 400種常用中草藥材圖鑑: 完整收錄圖解.來源.製法.功效岳桂華, 楊高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091 最完整中國自助旅遊全集. 2019棕櫚樹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107 躍然紙上的夢幻新娘: 色鉛筆婚繪技法教學朗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114 這樣設計就對了!電子商務網站使用者經驗設計謝明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121 mBlock+Ardunio創客遊戲程式設計立雅科技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138 跟Adobe徹底研究Illustrator CC 2018Brian Wood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145 人人都該懂的UI設計: 配色X網格系格X圖標X字體,四主題搞定介面三度出版有限公司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152 Attractive!婚禮新娘造型設計: 妝容X髮型,打造婚宴最亮眼的新娘小敏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169 超端智慧型高畫質視訊監控系統應用潘國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176 PHP 7與MySQL基礎學習教室 葉建榮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2183 資料庫系統理論與實務: 使用SQL Server 2016李紹綸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2190 超極制霸PowerPoint速成精通祕典-2013以上版本適用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06 超極制霸: Excel 2013(職場必備攻略)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13 動畫短片創作Animated Short Film張曉葉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220 DSLR數位攝影原理與實務 林璟棠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237 Python零基礎入門 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44 令人沉醉的紅色美學: 品飲法國葡萄酒文化劉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51 Magical Braid!: 魔法師的神奇編髮攻略溫狄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268 深夜，我在書房等你 蔣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75 健康，從手指開始 成向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82 超卡哇依!小女孩穿搭圖解BOOK王慶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299 你懂男人嗎？: 62個男搞真心話，讓你懂男人薛好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305 勇敢吞下大象的蛇: 聯想邁向世界的傳奇之路張小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312 RPG Maker MV遊戲製作. 基本外功篇siakoMobi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329 跟Adobe徹底研究InDesign CC 2018Kelly Kordes Anton, Tina DeJarld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336 跟Adobe徹底研究Lightroom CC 2018John Evans, Katrin Straub著; 江芮妡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深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9

臺大磯永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師大畢聯會



9789865002343 輕食主義!我的罐沙拉: 美味+營養+纖體,輕鬆打造苗條身材!摩天文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367 學C語言從玩NXT樂高機器人開始(使用NXC)李春雄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02374 Windows App達人之路: 市集開發知識+馮瑞濤, 閻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381 新手不敗的程式開發課: Android 7.X App全方位指南王安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398 會聲會影: 爆氣Rush影音達人(X10以上版本適用)梁采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411 Photoshop CS6影像處理與特效製作大補帖通圖文化, 雷劍, 盛秋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2428 看得懂的人工智慧: 手把手教你玩TensorFlow鄭澤宇, 梁博文, 顧思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435 用TensorFlow玩轉大數據與量化交易何海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442 生活常見的花草樹木圖典百科耿世磊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466 超越巔峰Python: The hard way Zed A. Shaw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473 別再相信錯誤の健康常識: 日本人氣醫師教你破除健康迷思石原藤樹作; 王慧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480 跟Adobe徹底研究Premiere Pro CCMaxim Jago著; 徐正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497 Android App開發之鑰: 使用Java及Android Studio王安邦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5002503 Corona一次開發跨平台手機App桌面程式黃一庭著 三版 其他 1

9789865002510 傲霸UWP Apps Windows 10威力運用 XAML & C#完全開發勝典王安邦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002527 Python GUI設計使用Tinter之路王者歸來洪錦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534 鏡頭裡的小確幸。風景實拍完全手冊都學寧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5002541 Excel 2013教學範本 洪錦魁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5002558 透視3D列印: Tinkercad建模設計自己來曹民和, 賴勇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565 生活攝影一本通: 9位攝影達人的原創寫真郭立源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5002589 孩子比你想的還聰明: 從管理學學到的育兒方針,解決教養大小事水亦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596 腸保健康: 精選食材+調整飲食習慣，超簡單的腸道保健法陳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002602 就算剁手也要買: 文案大師這樣寫勸敗文蘇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828 清代黑水溝島鏈防衛 李其霖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7124 崛起的中國: 台灣戰略新抉擇 李大中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07131 The Tren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EUeditor Li-Jiuan Chen-Rabich 平裝 1

9789869607155 華語說詞解字 何萬儀, 劉莉美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10 話說陳澄波與淡水. 下 陳韋聿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054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教學、文化與翻譯研討會論文集. 第14屆林惠瑛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3

淡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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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西語系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047 淡江建築畢業專刊. 五十屆: 半半蔡佳蓉, 蔡有威, 陳彥蓉執行編輯一版 平裝 3

9789578736085 走向公民的社區 陸金雄, 黃瑞茂, 顏亮平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27 學術研討會. 2018: 創新數位教學論文集鄭宜佳主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996 國際商務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08798 鹽鐵論-釋疑: 中國經濟的崛起?魏萼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36023 中國歷史上的人與物 高上雯, 林煌達, 黃建淳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596 筋膜舒展操: 「滑推+伸展」自然消除疼痛!小井手智啟監修; 朝日新聞出版編著; 連雪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03 塔: 仰望高塔,俯瞰日本 津川康雄著; 陳嫺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10 銅言銅語: 愛與希望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27 輕鬆打造陽台農場: 30種蔬果香草簡單種、安心吃,健康綠活!亞米花園著; 李靜宜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34 絕美30臨海小站 清水浩史著;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2041 這樣喝茶,讓你輕鬆遠離癌症 瑪麗亞.烏斯佩斯基著; 嚴麗娟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0106 Legal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 in TaiwanLexcel Partners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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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212635 網路及資訊安全研討會論文集. 2018邱綺文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國企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戰略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淡大教科系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惇安法律事務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健行科大電資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淡大歷史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健行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690096 自在陶源: 徐水源陶壺創作展 徐水源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83709 知名韓師親授: 韓式擠花技巧 崔琇晶作; 林季妤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61 創意甜點桌: 6大人氣主題佈置、60款難度自選甜點教學,完美派對規劃必備!G Cake Revolution, 廖怡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78 木工DIY食器: 打造自己的優雅食尚林耿毅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85 保存水果精華的果實酒.果實醋.果醬.水果糖漿渡邊真紀著; 蘇珽詡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83792 世界第一!飛最久的摺紙飛機 戶田拓夫作; 詹羽辰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7901 品味宋詞 曹子恩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17918 有關數學的那些事 葉宏文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925 柯基咖啡屋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932 傾聽．我說 夏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949 有關生物的那些事 張文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74562 世界經濟的新解答: 面對貿易戰爭與金融動盪,如何在劇變來臨前站穩腳步?大前研一著; 劉愛夌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4654 流浪日記: 世界,是我的信仰 謝炘昊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661 一流商業人士都在用的行事曆.備忘錄.筆記活用術鈴木真理子著;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685 開發超能力 石朝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15 人間詞話.蕙風詞話.白雨齋詞話(清)王國維, 況周頤, 陳廷焯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74739 自慢. 2: 主管私房學 何飛鵬著 二版 精裝 1

9789864774760 五代兩宋詩詞信手拈來 黃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84 愛這個世界: 漢娜鄂蘭傳 伊莉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著; 江先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791 不想禍延三代，你該知道的環境荷爾蒙: 消費覺醒！慎選更安全與友善環境的產品杜偉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07 美育書簡: 席勒論美與人性 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著; 謝宛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38 里斯本,沒落的美感 細腿男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45 說書人和他的閱讀處方箋 米凱爾.烏拉斯(Michaël Uras)著; 賴亭卉, 周桂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52 梅迪奇效應: 跨界思考的技術，改變世界的力量法蘭.強納森(Frans Johansson)著; 劉真如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4774869 這份工作,你真的想做一輩子嗎?麥克.路易斯(Mike Lewis)著; 張明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83 量子轉念的效應. 2: 翱翔於量子心靈、多維時空、全息意識場陳嘉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890 侯吉諒靜心自帖集. 1, 楷書金剛經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06 侯吉諒靜心自帖集. 2, 行書金剛經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陸羽茶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育之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培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商周



9789864774913 侯吉諒靜心自帖集. 3, 阿彌陀經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20 侯吉諒靜心自帖集. 4, 普門品 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37 侯吉諒靜心自帖集 侯吉諒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4774944 跟大自然學幾何 約翰.布雷克伍德(John Blackwood)著; 林倉億, 蘇惠玉, 蘇俊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68 一看就懂!從圖解、事例學行銷Sherpa著; 酒井光雄監修; 簡琪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4999 幽靈帝國拜占庭 : 從羅馬到伊斯坦堡，一窺文明的衝擊、帝國的陷落、基督教的興起、詭譎的權勢之爭......理查.費德勒(Richard Fidler)著; 陳錦慧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02 我與內心團隊的溝通心理學 費德曼.舒茲.馮.圖恩(Friedmann Schulz von Thun)著; 彭意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33 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 近代科學與哲學的宇宙觀革命亞歷山大.夸黑(Alexandre Koyre)著; 陳瑞麟, 張樂霖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75040 你的內在其實很強大: 人類新操作系統. 3, 與高我一同創造未來鍾荃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57 如果你遇見我的朋友蘇格拉底艾維澤.塔克(Aviezer Tucker)著; 莊雅棉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71 日本全能記憶大師的高績效大腦工作術。: 一舉根除記憶、注意、溝通、判斷上的失誤，提升工作與學習成果!宇都出雅巳著; 李貞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088 當愛變成了情感操縱: 從病態關係出走，找回自信與自在珍.維特(Jen Waite)著; 楊惠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01 20歲小狼.50歲大獅: 父子世紀的Men's Talk謝文憲, 謝易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49 人生的最後期末考: 生命自主,為自己預立醫療決定朱為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156 自慢. 3: 以身相殉-何飛鵬的創業私房學何飛鵬著 三版 精裝 1

9789864775187 為什麼德國高中生放學可以去踢足球?伊莉絲.寇馬克(Iris Komarek), 菲莉西塔斯.寇馬克(Felicitas Komarek)著; 楊運弘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17 狼的智慧: 黃石公園的野狼觀察手紀艾莉.拉丁格(Elli H. Radinger)作; 楊夢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24 剃掉鬍子的馬克思: 一位革命家的人生轉折與晚年自我追尋之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作; 王榮輝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255 以何之名 扎西拉姆.多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75323 時間管理黃金法則 呂宗昕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3072 我用日子記得你 楚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089 設計.Design.デザイン 彭星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3096 奧古斯都 約翰.威廉斯(John Willams)作; 馬耀民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3206 我害怕屋瓦 曹馭博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9135 太上皇華酆都濟拔罪寶懺 平裝 1

9789869469142 太上感應篇手抄本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7483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八, 需卦。訟卦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537490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初版] 平裝 第3冊 2

9789869673600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初版] 平裝 第4冊 2

9789869673617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5冊 2

9789869673624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6冊 2

9789869673631 大方廣圓覺經講記 徐醒民講述 平裝 第7冊 2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雪明講習堂

送存種數共計：37

送存冊數共計：37

啟明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船底座阿爾法



9789869673648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九, 師卦。比卦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673655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 小畜卦。履卦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9789869673662 周易集解纂疏講記. 十一, 泰卦。否卦徐醒民講述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31250 堆疊飲食計畫 莎莉.畢爾(Sally Beare)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186 賽夏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灣.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93 記憶洄游: 泰雅在呼喚1935 馬紹‧阿紀著; 詹雁子繪圖 第ㄧ版 其他 1

9789864433087 布農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彎.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049 魯凱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彎.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056 達悟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彎.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17 排灣祭師: 谷娃娜 谷灣‧打鹿勒(陳英雄)著 第ㄧ版 其他 1

9789864433063 阿美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彎.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55 泰雅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灣.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223 快樂綠背包 劉克襄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162 走路。在山野在部落。一個人洪瓊君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070 排灣族神話與傳說 達西烏拉彎.畢馬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4433964 世界遺產: 你最想知道的101個絕景祕境簡孝貞, 徐杉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3995 潛水艦的技術 山內敏秀作; 吳佩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046 水墨畫也能很時尚: 誰都能學得會，趣味十足的水墨畫小林東雲著; 郭寶雯譯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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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434091 苔蘚盆景&微景觀生態瓶DIY 葉住直美作; 黃薇嬪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21 鬧鬼圖書館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特(Aurore Damant)繪; 范雅婷譯平裝 第1冊 1

9789864434138 貓咪的腦部訓練: 完整圖解教學33個簡單卻多樣化的大腦訓練遊戲!克萊兒.艾洛史密斯(Claire Arrowsmith)著; 楊豐懋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52 美麗獵食者: 鯊魚圖鑑 田中彰監修; 游韻馨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69 狗狗貝利陪你看醫生 岩貞留美子作; 撮撮譯 平裝 1

9789864434176 爸爸來自火星,媽媽來自金星 阿貝托.佩萊(Alberto Pellai), 芭芭拉.坦波莉妮(Barbara Tamborini)著; 林玉緒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183 看透人心的溝通術 清水建二作;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06 正確的走路法: 新保式步行法,一天只要5分鐘,走300步就夠了新保泰秀作;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20 蟲蟲危機: 你需要知道的寄生蟲&節肢動物圖鑑及其疾病與預防詹哲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37 貓咪的善變都是有理由的: 探索貓咪身體的祕密,正確解讀貓咪的行為與肢體語言!橋本喵著; 黃筱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44 拯救獅子 莎拉.史塔巴克(Sara Starbuck)作; 高子梅譯平裝 1

9789864434251 傳輸因子與免疫健康指南 亞倫懷特(Aaron White)著; 劉又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68 鼻要醬子!: 神經貓與吃貨鼠的奴才服侍日記粉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75 私密處的奇幻旅程: 打破所有女孩對身體的錯誤迷思Nina Brockman, Ellen Støkken Dahl著; 林怡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282 鬧鬼圖書館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特(Aurore Damant)繪; 撮撮譯平裝 第2冊 1

9789864434299 人性的弱點: 卡內基教你贏得友誼並影響他人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作; 季子編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05 蛇類飼養指南: 初次養蛇就上手,日常照護、飼育知識「蛇」麼都告訴你!蛇類飼養編輯部編著; 藍嘉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12 英語自學王: 史上最強英語自學指南鄭錫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29 豹紋守宮: 魅力新寵豹紋守宮完全照護指南!傑洛德.梅克(Gerold Merker)等著; 蔣尚恩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36 貓戰士幽暗異象6部曲. III, 破碎天空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謝雅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43 植氣生活: 植物系女子的山居日誌曾泉希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8

晨星



9789864434350 最個人化的彩虹飲食法: 如何設計符合個人的生理與心理之食物、營養保健品與飲食習慣蒂亞娜.米妮克(Deanna Minich)著; 郭珍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67 唾液是長壽的關鍵!: 健康從口腔保健開始做起植田耕一郎作; 劉向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74 罐頭鮪魚: 急速配送篇 SD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81 10分鐘貓咪訓練: 一天十分鐘,從訓練愛貓行為與遊戲中得到樂趣!米立恩.費歐德-拜比諾(Miriam Fields-Babineau)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398 為母親哼唱的搖籃曲: 長期照護,與送行之後......落合惠子著; 徐家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04 野花散步圖鑑 長谷川哲雄著; 藍嘉楹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11 糖尿病救星: 有科學、案例實證,教你如何有效治療第二類型糖尿病!傑森.方(Jason fung)著; 劉又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35 成功人士一定會做的9件事情 海蒂.格蘭特.海佛森(Heidi Grant Halvorson)作; 劉柏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42 英語動詞活用指南 楊智民, 蘇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59 如何讓她欲仙欲死 露.佩姬特(Lou Paget)著; 許逸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466 開始養角蛙就上手: 從飲食、飼養道具到疾病照顧的養蛙指南!角蛙飼養編輯部編著; 藍嘉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73 從0開始學水墨畫 小林東雲著; 郭寶雯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480 非試不可!實戰心理學大全: 超級實用180招心理戰術大公開!趣味心理學會編; 劉愛菱, 亞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497 台灣味菜市場 楊路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503 織田信長: 烈焰人生 小澤章友作; 李漢庭譯; LEW繪 平裝 1

9789864434510 拯救海豚: 感動人心的真實故事金妮.約翰遜(Jinny Johnson)作; 吳湘湄譯 平裝 1

9789864434527 活到125歲的長壽祕訣 西田育弘作; 曾盈慈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534 鬧鬼圖書館. 3: 幕後搞鬼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特(Aurore Damant)繪; 范雅婷譯平裝 1

9789864434541 鬧鬼圖書館. 4: 五點鐘出沒 桃莉.希列斯塔.巴特勒(Dori Hillestad Butler)作; 奧蘿.戴門特(Aurore Damant)繪; 亞嘎譯平裝 1

9789864434558 貓戰士幽暗異象6部曲. IV, 黯黑之夜艾琳.杭特(Erin Hunter)著; 高子梅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565 淡水缸魚類圖鑑: 從設置水族缸到選擇完美魚類的完整百科!吉娜.山德佛(Gina Sandford)著; 王北辰, 張郁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572 營養學解說事典: 從嬰兒到高齡、懷孕、肥胖、糖尿病、失智症等營養指南足立香代子著; 高淑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596 電是如何傳到家裡 福田務著;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19 鹽寮淨土: 簡樸生活記 區紀復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434640 貂的健康醫學百科 大野瑞繪著; 田向健一監修; 藍嘉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664 一次搞懂骨質疏鬆症 魏銘政, 楊年瑛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725 全球共生: 化解衝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國學派錢宏主編 精裝 1

9789864434732 觸動人心的說話秘訣: 令人舒心的63個談話術松本和也著; 徐嘉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893 環境與創作: 以晚唐「咸通十哲」為主的一種文學社會學觀察林燕玲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434961 根留台灣的工廠管理: 在自行車產業的成功故事蔡俊賢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435036 Line被封鎖之後-小說-模具廠老闆的精密觀念-讀書會120書導讀張明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3456 鋼琴的奇幻旅程. 4, 歐洲篇教本林嬑欣, 李姿嬅, 車宣儀編著 平裝 1

9789869513463 鋼琴的奇幻旅程. 4, 歐洲篇樂理林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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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676360 趣味學習: K.K.音標自然發音 陳俊福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377 Ultimate success. level 1 沈惠君等[作] 其他 1

9789865676384 Ultimate success. level 2 王家音等[作]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68

送存冊數共計：68

旋音音樂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常春藤有聲



9789865676391 Ultimate success. level 3 王妙妃等[作] 其他 1

9789865676407 NEW TOEIC官方頒訂必考情境完全解析: 解析本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14 初級初試制勝模擬試題: 聽力&閱讀-解答本賴世雄等編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21 什麼?原來要醬和老外談天說地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38 推!靠這本在國外生活SO EASY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45 袋我走!用英文玩遍全球 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52 BJ4!學好留學英文就這麼簡單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69 Exactly!這本職場英文讓你GET READY賴世雄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76476 近十年英文指考試題詳解: 詳解本(107年版)賴世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227 常春藤校刊. 第十六期 盧怡君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04071 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 楊永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00 第一本韓語40音 陳靖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17 體內自療一杯有感: 減重×排毒×提升免疫力×好精神微微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24 中村澄子老師的新制TOEIC閱讀中村澄子著; 黃均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31 中村澄子老師的新制TOEIC閱讀中村澄子著; 黃均亭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286 靠瑜珈7天練出完美曲線 宋多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330 爸媽不抓狂 : 心理師給爸媽的親子教養處方箋邱永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392 親子英文共學的12堂魔法課 李存忠, 周昱葳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408 活化大腦益智題: 大腦動一動、預防失智症!杜婉茹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439 第一次學英文文法20天輕鬆學會蔡文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904446 圖解第一本真的學得會的玩桌遊學五十音蔣孝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519432 河馬搬新家(簡體字版) 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449 最特別的生日禮物(簡體字版)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524 請幫幫我 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531 誰最漂亮? 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548 怎麼辦? 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555 河馬搬新家 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562 最特別的生日禮物 康軒華語教材研發小組編著 平裝 1

9789861519739 數學小偵探. 4, 帽子村的嘉年華會楊嘉慧文; 劉俊良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746 我是家事小達人 陳怡璇選編; 李言恩繪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753 飛雞跳狗去告狀 李光福著; 吳子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760 銀髮神探: 和葛老爹一起科學辦案徐任宏文; 林傳宗圖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康軒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常春藤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捷徑文化



9789861519777 博物館大冒險. 3 方秋雅作; 傅兆祺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784 汪爾摩斯&喵森羅蘋. 2, 莫里亞蒂的陰謀蕭逸清文; 小舞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791 大自然的健身老師 陳旻苹作; 鮪魚蛋餅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07 在菜園裡玩遊戲 玉米作; 劉如桂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14 聽!那是什麼聲音? 江品儀作; 張筱琦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21 好朋友,在一起! 高玉鈴, 林爾萱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38 光影躲貓貓 林爾萱, 吳欣芳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45 勇敢小企鵝 吳欣芳, 高玉鈴執行編輯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52 Hello,華語!Starter. 1(簡體字版)盧秀鳳, 高玉鈴編撰 初版 精裝 1

9789861519869 大頭的再見安打 陳啟淦文; 陳小雅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876 華語繪本列車. 1(簡體字版) 林爾萱, 高玉鈴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9883 華語繪本列車. 2(簡體字版) 林爾萱, 高玉鈴執行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1519890 漫畫名人堂. 4 楊嘉慧文; 吳子平, 傅兆祺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06 媽媽的芒果任務 李光福文; 吳姿蓉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44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4, 猜猜我是什麼水果?(簡體字版)Jessy T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51 Jessy老師漢語讀本. 5, 猜猜我是什麼動物?(簡體字版)Jessy Tu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75 兔子洞探案 黃健琪, 劉子韻, 方秋雅文; 陳志鴻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82 小苔蘚的夢想 黃健琪, 劉子韻, 方秋雅文; 陳志鴻圖初版 平裝 1

9789861519999 大樹爺爺找房客 黃健琪等文; 吳子平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9502016 泡泡魔法師 黃健琪等文; 吳子平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615439 竇娥冤 (元)關漢卿著; 陳慶延, 暢孝昌改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46 精忠旗 (明)馮夢龍詳定; 陳圓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53 清忠譜 (清)李玉著; 任玉堂, 王建平改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60 淮南子故事 金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77 論語譯解 余亞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84 新編千家詩詳析 黃文吉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491 論語類詮 李泗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07 趙氏孤兒 (元)紀君祥著; 韓一然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14 漢宮秋 (元)馬致遠著; 夏連保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21 嬌紅記 (明)孟稱舜著; 張雪靜, 魯建榮改編初版 平裝 1

9789573615538 經典釋文論稿 黃坤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003 人生的解答 在寂寞裡 王學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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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國家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情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



9789869050838 春陽金華. 第四期 淨修行炁靜坐學會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30838 東京ART小旅 蔡欣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845 白色危機 : 我們該如何面對高齡社會、醫病關係、醫療變遷的種種問題？周恬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852 史丹利的男人十年 史丹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883 別讓世界只剩下動物園 上田莉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890 長安月下紅袖香 石繼航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30937 跟你一起看風景: 一人一犬的日本公路冒險朵米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318 達賴喇嘛講授入菩薩行論 寂天菩薩造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述第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619325 達賴喇嘛講授入菩薩行論 寂天菩薩造論;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述第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619332 西藏的護法與神鬼 雪域智庫, 見悲青增格西編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528 吃出肺活力: 肺癌健康美麗指南陳晉興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0535 熟年的健康叮嚀 蔡甫昌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9490542 人體檢體研究的公民審議: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ELSI辦公室成果報告林國明, 雷文玫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917 又愛又恨的情緒行為馴服學: 殺人鯨教你看懂人類本性,學會如何愛與生活愛咪.桑德蘭(Amy Sutherland)著; 陳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1924 眼科醫師教你,幫孩子找回好視力: 眼睛受損難回復!及時掌握視力保健的黃金期翟長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353887 我最喜愛的魔法遊戲書 織金絲的蜘蛛海馬出版社編; 弗朗索瓦.魯耶繪; 廖冰勰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894 神聖的人體與健康 舒涵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00 甜點,再甜一點 游向藍天的魚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17 晚安,寶貝:睡前10分鐘胎教故事菅波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24 神威的軍事武器 天戈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31 虛幻巴比倫 李志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48 我的第一本科普童話 吃蟲子的小草董恒波著; 北京雙口餘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55 舌尖上的中國. 古鎮篇 夢芝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62 書畫收藏鑒賞圖鑒 收藏家雜誌社編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健康世界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健康你好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啟動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雪域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崧博



9789577353979 實用水果雕切新作 王西俊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86 小小男子漢裘蒂: 沒規矩的裘蒂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3993 小小男子漢裘蒂: 裘蒂不愛洗澡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06 小小男子漢裘蒂: 不專心的裘蒂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13 小小男子漢裘蒂: 任性的裘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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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354020 生活裡的中藥 郝近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37 時尚髮型自己做 臺灣廣廈編輯部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44 飾出美麗風格 宋懿, 夏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51 山東菜烹飪教程 何順斌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68 食物養生妙方速查 書香悅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75 時尚百變巧克力甜品 黎國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082 野狼穀傳奇 牧鈴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05 生活是最好的修行: 世間愛情的修行課喻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12 神奇的眼鏡 海馬出版社編繪; 孫羽譯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29 我要的甜蜜汁味: 78款貼合心意的自製健康飲品蜜思編著; 袁小真繪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36 小小男子漢裘蒂: 說謊話的裘蒂法比安娜.布朗舒特著; 卡米爾.都波斯繪; 孫羽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43 小學生一定要上的20堂理財課: 笨笨熊的財富故事黃其瑞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50 時尚蛋糕製作精選 黎國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67 食物相宜相剋速查 書香悅己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74 做好凉菜有訣竅 牛國平, 牛翔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81 時尚美味芝士蛋糕 黎國雄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198 蝙蝠歷險記 海馬出版社編; 弗朗索瓦.魯耶繪; 廖冰勰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04 首爾美妝品購物全書 鄭世彬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11 神秘的宇宙與天文 金舒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28 誰的內心不糾結: 化解內心困擾的“想法集”楊子星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35 陶瓷收藏鑑賞圖鑑 收藏家雜誌社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42 臺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陳小沖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59 孫幼軍怪味童話 怪雨傘 美繪本孫幼軍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7354266 雪豹 沈石溪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203 今秋誌. I: 地方的創造與再生 鹿港囝仔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71667 人生的同伴: 新眼光讀經. 2018年7-9月蔡愛蓮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471674 少年新眼光讀經: 愛的成就解鎖少年新眼光推動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教會公報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專業全民英檢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8

鹿港囝仔文化



9789865765262 Beginners' English: getting started. 3authors Arthur Juang, Scott Provencal1st ed.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7158 Smart新式多益保證班: 900分完全模擬試題Michael A. Putlack等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7139 A++文法通 齊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441665 公文寫作指南 柯進雄著 第九版 平裝 1

9789861441689 安啦!帶你搞定活動企劃與禮賓工作梁崇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696 遇見千塘: 社區設計與實踐 丘昌泰, 劉宜君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1441702 形體輪廓與束腹的前世今生: 從克里特島的束腰到蘿琳亞的塑身衣葉立誠著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6895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9646802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9646819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9646826 國語幼兒月刊. BB版 第一版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801 直搗蜂窩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著; 顏湘如譯二版 平裝 2

9789869601818 玩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著; 顏湘如譯二版 平裝 2

9789869601825 龍紋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作; 顏湘如譯二版 平裝 2

9789869601832 以眼還眼的女孩 大衛.拉格朗茲(David Lagercrantz)著; 顏湘如譯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78122 明星團隊年報. 2016-17年度 曹綺年執行主編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9217 類似字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499224 類似字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下冊 1

9789869499231 多音字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9499248 多音字 高寶桂編劇 第二版 精裝 下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堂奧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商鼎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8

國際扶輪3520地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國語週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國語幼兒月刊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8

寂寞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2160 Beyond Seeking and Finding 陳琇娟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904 對了就美: 無關年齡,就只要美得剛剛好梵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113 奧洛林選集: 第二世紀教會著作與當代羅馬禮Thomas O'Loughlin著; 楊彥騏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103 陳俊光書法篆刻作品集 陳俊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700 財經法規與會計職業道德 會計從業資格考試輔導教材編寫組編第5版 其他 1

9789869650717 跨境移動電商 羅宏宇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24 直播營銷的場景革命 龔鉑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31 大變革: 互聯網重構商業模式 水木然，慕千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48 創客寶典 方志遠，蒲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55 數據不說謊: 大數據之下的世界城市數據團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62 區塊鏈解密 黃步添, 蔡亮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79 Scratch趣味創意編程 肖新國, 顏文豪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86 互聯網＋時代: 傳統企業的移動互聯網轉型閻河, 李桂華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650793 <>百科全書 張祥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077 法荷比盧四國經典建築100例 王南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060 非虛構: 時代記錄者與敘事精神周逵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091 時光便利店 李燕寧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084 現代城市地下空間開發: 需求、控制、規劃與設計趙景偉, 張曉瑋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07 一本書玩轉眾籌 海天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14 C#從入門到精通 明日科技編著 第4版 其他 1

9789576810138 <>人生藝術十講 張學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45 尋訪山西古廟: 晉東南、晉南篇連達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69 睿智企業家: 成功創業的秘密 巴特.克萊利斯(Bart Clarysse), 薩布麗娜.基弗(Sabrina Kiefer)著; 李肖鳴, 張嵐, 宋柏紅譯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76 網絡主流文化與青少年成長教育研究孫海亮著 第一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康寧大學應用外語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梵緯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崧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畢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清翫苑懷謙文化藝術



9789576810183 學成語挺好玩: 成語遊戲大全 張祥斌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190 大牌期刊路在何方: 國際著名期刊的融合發展戰略張聰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06 財經高職課程改革研究與實踐平若媛, 趙曉燕, 龍洋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13 <>導讀 倪玉珍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20 小學英語質量目標指南五六年級竇桂梅主編; 黃耀華分冊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37 2015考研英語寫作終極預測20天20篇徐綻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44 3ds Max 2016中文版標準教程 陶麗等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51 漢字王國的奧妙: 常見易錯易混字詳說細解馬玉茹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68 <>研究 程曼麗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275 HTML5從入門到精通 明日科技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0282 美國文學輔導備考教程 李正栓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05 點對點交流: 企業微信營銷實踐手冊劉剛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12 ASP.NET（C#）實踐教程 邵良杉, 劉好增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0329 創新思維的訓練手冊: 腦體操 李尚之, 湯超穎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43 數碼攝影攝像入門與實戰 王曉峰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50 以房養老: 理念與模式 柴效武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67 技術創新簡史 戴吾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74 血液系統疾病護理實踐手冊 朱霞明, 童淑萍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81 新手這樣開辦公司(圖解實操版)雄信文化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398 SQL Server 2012中文版數據庫管理、應用與開發實踐教程董志鵬, 侯艷書編著 第2版 其他 1

9789576810411 絲綢之路上的使者 徐兆壽, 金西源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28 九寨溝生態導覽手冊 唐思遠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35 大陸著作權糾紛案例與實務 李俊平, 曾芳芳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42 IT企業人力資源績效管理實務蔣海昌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59 數據中心的網路互聯結構和流量協同傳輸管理郭得科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66 急診急救護理實踐手冊 楊惠花, 童本沁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73 我最想學的雙語親子課 劉莉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80 第一次發現名畫之美: 畢卡索 白白兔童書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497 藝術人文 曹莉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03 第一次發現名畫之美: 高更 白白兔童書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10 第一次發現名畫之美: 夏卡爾 白白兔童書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27 第一次發現名畫之美: 梵谷 白白兔童書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34 第一次發現名畫之美: 達文西 白白兔童書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41 第一次發現名畫之美: 莫內 白白兔童書館主編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58 步槍與機槍 劉青山, 楊宇, 李元逸編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65 邏輯解析道德經 陳廣逵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72 沒有錢照樣留學美國 姚鴻恩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89 傳播的進化: 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人類的交流牟怡著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6810596 創新學習新思維 謝小慶著 第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7849 臺灣當代抽象藝術展. 首部曲, 隱藏的視界王為河等[作]; 鄭世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9

送存冊數共計：59

國璽文創



9789869487856 光約: 海至個展 鄭世弘總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3404 全臉矯正 黃奇卿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505 淨覺佛學院教科書 釋淨心編著 再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0829 標竿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36 標竿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43 標竿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50 標竿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67 標準數獨. 入門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74 標準數獨. 基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81 標準數獨. 高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5630898 標準數獨. 進階篇 張惠雄著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28332 中國大陸立法職能之研究 沈中元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2900 美濃山河圖: 曾文忠畫集 曾文忠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4898 蕪詞集: 感謝蔣宋美齡夫人的華興歲月林建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940 不插電程式設計遊戲. 1 洪志連, 申甲天作; 鄧瑾又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祥齡牙醫診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淨覺佛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文精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曾文忠美術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甯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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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存冊數共計：8

雁山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28681 林產利用. I 彭宏源, 徐俊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928698 小人物傳奇的體驗與啟示. 25 趙新吉著 初版 平裝 3

9789865928704 化學丙級學術科解析 楊城豪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1328 你媽知道你在發廢文嗎? 郭岱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847683 觀光遊憩通論: 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之論述許文聖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7847690 航空客運與票務: 航空票務、航管業務、地勤運務、空勤服務郭名龍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7847775 觀光行政與法規 邱長光, 蕭仕榮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577847782 穿梭文學.探索生命 黃瓊慧等編選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3907 豐盛清泉靈修小品. 創世紀篇 周淑惠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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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23246 臺南 享食 慢旅 進食的巨鼠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60 發現身邊的美麗角落 黃明君文.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77 咻-跟著溜滑梯遊臺灣 劉芷溱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284 我在伏爾塔瓦河畔翩翩起: Jolyn的捷克漫遊日誌楊巧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1923314 瑞士玩不膩!行程規劃書 蘇瑞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919 諸葛四郎大破山嶽城 葉宏甲作 第一版 平裝 全套 1

送存冊數共計：1

復文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華成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童年漫畫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紫光書屋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華方整合行銷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944814 老年護理學 林麗嬋等作 八版 平裝 1

9789861944821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 護理計畫與措施Linda Lee Phelps, Sheila Sparks Ralph, Cynthia M. Taylor原著; 黃靜微等合譯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838 復健護理學 陳妙言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1944845 護理研究概要 李玉秀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1944852 內外科護理技術 林貴滿等作 九版 平裝 1

9789861944869 社區衛生護理學 李怡娟等作 四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9387 富不是命定,而是習性使然. 3: 萬物都是提款機,提款密碼就藏在你的神經迴路狄驤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2875 傾城一諾 鳳今著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869552899 天生不是做官的命 文理風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869637008 家有小福妻 信用卡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37015 家有小福妻 信用卡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37022 天生不是做官的命 文理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37039 家有小福妻 信用卡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37046 龍闕 石頭與水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37053 家有小福妻 信用卡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37060 龍闕 石頭與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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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67312 用心覺照 聖化師父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7329 從心開始 聖化師父作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8664 日語關鍵字一把抓 雅典日研所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9608671 這就是你要的日語文法書 雅典日研所編著 一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1268 千年一問: 鄭問故宮大展導覽手冊鍾孟舜策展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雅典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開拓動漫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晴空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普陀山文化部

送存冊數共計：1

華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智言館文化



9789869091275 千年一問: 鄭問故宮大展圖錄 蘇微希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9091282 一問千年: 鄭問的藝術革命 鍾孟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91299 漫畫詮釋學: 興趣、理解與實踐陳仲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4102 臺灣華文漫畫創作育成計畫: 開拓極短篇原創大賞得獎作品集. 2018第七屆杜書毓, 游傳盛文字編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7781 輕鬆學會計. III 林裕哲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27798 計算機概論 姜健等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5101 中文閱讀 鄭建忠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118 走過 黃淑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125 澳洲經驗: 海外華人企業管理與行銷策略陳樹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132 現代管理學: 數位趨勢下的管理藝術陳澤義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9655149 會計學 鄭立仁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156 邏輯思維與運算方法 黃永裕, 陳育澱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5163 生物統計學: 使用Excel與SPSS郭寶錚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5306 雲林縣寫生研究會會員聯展專輯暨古蹟景點斗南篇寫生作品林碧光總編輯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67332 當前產假制度回顧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郭晉源總編輯 平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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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56361 般若性海: 鶴山21世紀國際論壇.宗教論壇論文集. 2018王之敏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1292 新編用有聲書輕鬆聽出英語力: 廖彩杏書單168本英語啟蒙經典廖彩杏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普音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品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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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南大學企創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普林斯頓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雲縣寫生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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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852962 從這裡到那裡: Raymond攝影故事集黃雷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52986 漫畫老子道德經 周春才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5852993 三國很有本事的一個人: 曹操 任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2903 用中醫調好自律神經: 40招鍛鍊強心臟,就能遠離疾病、吃飽又睡好林建昌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2910 令人挫折的不是跌倒,而是從來不敢向前奔跑徐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2927 漫畫中醫經絡圖典(典藏版) 周春才編繪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2934 日本藥妝美研購. 4: 日本藥妝美購物趣!東京藥妝生活神級指南鄭世彬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105 回家開飯很簡單 .1, 家常菜篇 凌尒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4136 回家開飯很簡單 .2, 米飯麵食篇凌尒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474276 最夯！旅遊英語走到哪都不怕Clara Lai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6961 10年英語不白學 ：日常英語無師自通顧日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5916985 10年英語不白學: 社交英語無師自通顧曰國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4351 你的英文用對了嗎: 基礎篇 余亨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4368 臨時需要的一句話!生活日語3秒開口說上杉哲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544382 人生很簡單: 做人哪有那麼難!饒過自己也放過別人的31個簡單生活法則蕭合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06 優雅媽媽不抓狂: 媽咪實戰X專家解析,輕鬆化解21個孩子讓家長崩潰的戲碼陸昕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13 你的英文用對了嗎: 進階篇 余亨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20 別讓孩子因無知而觸法 連世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037 全新制！多益滿分教師授課: 完全對應TOEIC必考「單字」&「片語」徐培恩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201 Happy hat: baby book. 1 Lilia, Maxine文字編輯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2380 為什麼他賣得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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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522397 特殊教育法規新編. 2018 郭美滿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607 存在的離開: 癌症病房裡的一千零一夜林怡芳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614 價值標準的理論和應用: 美國法院判例指引傑伊.菲仕曼(Jay E. Fishman), 薛能.普拉特(Shannon P. Pratt), 威廉.莫里森(William J. Morrison)作; 黃輝煌審訂編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9629621 運動吧,全人類!BOSS健身一次到位的訓練指南BOSS健身工作室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29645 走對路少生病: 關節、筋膜大小毛病無障礙羅明哲作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博思智庫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凱信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晶冠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開企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1009 華風金銅佛像 譚崇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9202 心海生香: 傅狷夫書畫學會會員聯展作品輯. 第一屆何堯智總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0184 跟往事乾杯: 不亂腳步 不荒流年熊顯華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67 得常咬菜根 即做百事成: 菜根譚的處世智慧聖印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474 鬼谷子縱橫天下的智謀寶典 張義明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504 童年 高爾基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771 私募生涯二十年 龍昌著 1版 平裝 1

9789865670788 散戶解套要學巴菲特 林慧美著 1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69595 閩南語安呢講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9789866169601 閩南語通俗話 楊國顯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4695 創新教學實踐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蔡瑞昌, 蘇聖珠, 李承宗編輯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303 呼嚕魔宮數學大挑戰: 勇闖魔宮 挑戰數學徐任宏作; 張筱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303 呼嚕魔宮數學大挑戰: 勇闖魔宮 挑戰數學徐任宏作; 張筱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310 呼嚕魔宮數學大挑戰: 魔宮探險 趣味鬥智徐任宏作; 張筱琦繪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310 呼嚕魔宮數學大挑戰: 魔宮探險 趣味鬥智徐任宏作; 張筱琦繪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20947 社頭導覽手冊: 社頭好好玩 吳昆宗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華風藝術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雲晟科技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筆特思創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菜根香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華夏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傅狷夫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夏出版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024262 收穫自然野趣の青木和子庭院蔬菜刺繡青木和子著; 黃詩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79 加藤禮子の蘇姑娘拼布集: 每一天都要開心玩的可愛貼布縫加藤禮子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86 Patchwork拼布教室. 10: 春天,最美的遇見!玫瑰花拼布の手作魅力BOUTIQUE-SHA授權; 瞿中蓮,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293 量身訂作.有型有款的男子襯衫: 休閒.正式.軍裝.工裝襯衫一次學完杉本善英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09 手織好時光: 一日完成的粗針織麻編包辰已出版編著; 林麗秀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16 自然最好!車縫就OK: 每一天都想背的自然風帆布包BOUTIQUE-SHA授權; 駱美湘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23 こうの早苗的幸福日和: 因為手作,開始美好: 美麗職人的拼布.手作服.布小物Good ideasこうの早苗著; 駱美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30 自學OK!初心者的第一本美甲教科書兼光アキ子監修 二版 平裝 1

9789863024347 盛夏女子の好感穿搭手作: 洋傘.夏季包款x服飾.魅力夏素材特別企劃BOUTIQUE-SHA著; 翟中蓮, 彭小玲, 周欣芃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54 八字數字學教科書 何榮柱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024361 完全圖解蝶古巴特達人學: 你一定學得會的48個實作技法張靖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78 一款紙型100%活用&365天穿不膩!: 快樂裁縫我的百搭款手作服BOUTIQUE著; 翟中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85 心動瞬間!大人色の拼布日: 43個外出必備的優雅拼布包信國安城子, 東埜純子, 宮本邦子著; 瞿中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392 Stitch刺繡誌: 夢想無限!刺繡人の手作童話國度: 歐風刺繡x繽紛十字繡日本VOGUE社授權; 周欣芃,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08 花結日和: 手編紙藤提袋&置物籃古木明美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15 舒適自然的手作.設計師愛穿的大人感手作服小林紫織著; 洪鈺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22 作個包寵自己!經典款日常手作包BOUTIQUE-SHA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39 Patchwork拼布教室. 11: 夏至の幸福,花的手作戀習: 拼布人的甜蜜手作包BOUTIQUE-SHA授權; 林麗秀, 彭小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46 司命書. 伍 蝴蝶Seb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53 小尺寸x大實用!柴田明美の小可愛拼布: 43款日常手作布小物x收納包全創作柴田明美著; 楊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024460 時尚編織．我的風格手拿包 主婦與生活社編著; 彭小玲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08208 近世中國邊疆與外交論叢. 第二輯渤海堂文化編輯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1756 勇敢.用桿: 房地產快樂賺錢術: 銅板起家、房事煉金實錄慶仔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1763 富人養成計畫: 財務藥師林有輝的四帖財務改造藥方林有輝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0602 療癒系書法描紅本. 一 簡月娟編纂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虛原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智庫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筆耕墨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雅書堂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1

送存冊數共計：21

渤海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0559 大道釋疑. 卷六 無極禪化院.南天虛原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02564 從紅線到白頭: 談兩性關係 潘家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3998 餐旅概論 邱翠華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50502 犯罪心理學 Curt R. Bartol, Anne M. Bartol作; 李執中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0519 感覺統合 吳端文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50533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華都編輯部編著 六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537 空間筆記: 陳皓詩集 陳皓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44 Maybe, it's a reason to have you Evit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66568 那界 張芳慈作; 陳徵蔚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8519 新思維藝術創作: 許自貴的雕塑祕笈邱暢偉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358 羅喬綾個展: 理想的生活 修天容策劃編輯; 白斐嵐, 游舒聿, Minnie Kim翻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59712 無邊之城 尹雯慧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59736 現在我沒有時間了: 反勞基法修惡詩選蔣闊宇, 周聖凱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7299635 環境治理的法制與政策研究 黃之棟著 初版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開朗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黑眼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詠荷美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尊彩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景深空間設計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1413 金剛歌: 南開諾布仁波切口授釋論南開諾布仁波切(Chögyal Namkhai Norbu)作; 石曉蔚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80524 滿級分寶典學測地裡總複習. 區域地理篇紫鈴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531 滿級分寶典學測地裡總複習. 通論地理篇紫鈴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548 學測考前大解密.物理科 林冠傑編著 平裝 1

9789864480555 滿級分主題式學測試題解析, 自然科林冠傑等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827 越是「膽小」越會騎 根本健作; 倪兒峰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43593 Math & Magic editors Erien Hwang, Johan du Plessis 平裝 第1冊 1

9789867843609 Math & Magic editors Erien Hwang, Johan du Plessis 平裝 第2冊 1

9789867843616 Math & Magic editors Erien Hwang, Johan du Plessis 平裝 第3冊 1

9789867843623 Math & Magic editors Erien Hwang, Johan du Plessis 平裝 第4冊 1

9789867843630 Math & Magic editors Erien Hwang, Johan du Plessis 平裝 第5冊 1

9789867843647 Math & Magic editors Erien Hwang, Johan du Plessis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76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IT2018)Li-Hua Li等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31383 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管理學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第十九屆李素箱總編輯 初版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473875 會計學: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作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7473882 審計新論 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十版 平裝 1

9789867473899 財務報表分析: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著 第四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朝陽科大資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朝陽科大管理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菁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喬登

送存冊數共計：2

象雄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逵文教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証業



9789867473905 稅務會計: 理論與應用 李宗黎, 林蕙真, 陳榮俊著 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7473912 高等會計學新論 林蕙真, 劉嘉雯著 第八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576 水彩畫出可愛傻萌小動物: 不打草稿!簡單輕鬆玩繪畫費依.摩爾豪斯(Faye Moorhouse)著; 王婕穎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56 沖繩親子遊 洛基小聿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63 首爾再發現 阿希Kat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70 再會，我所虧欠的一切 龔娜茲.哈宣沙達.邦德(Golnaz Hashemzadeh Bonde)作; 胡訢諄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87 好女人像毒藥，讓男人惹不起也戒不掉！欣西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094 攝影的起點 陳宗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100 澳門小旅行: 世界遺產X旅店潮玩X離島漫遊X中葡小吃X巷弄私旅再發現克里斯.李著 增訂版 平裝 1

9789579199117 畫個喵！一筆畫出可愛喵貓繪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199148 哲學叩應: 德國人手一本的哲學課參考書，與柏拉圖、康德、亞里斯多德等大師對談，解構18大經典哲學思想貝恩德.羅爾夫(Bernd Rolf), 約爾格.彼得斯(Jörg Peters)著; 宋淑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848 Language is life: friend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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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791506 道教奏職受籙職籙封函彙輯 古笈手抄本原著;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道教法壇輯要叢書編委會編校初版 平裝 卷上 1

9789865791513 道教奏職受籙職籙封函彙輯 古笈手抄本原著;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道教法壇輯要叢書編委會編校初版 平裝 卷下 1

9789865791520 道教符籙派符咒研究: 附錄我在碩研所的時光黃福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3093 三十坪菜園的森林生態休閒農業吳睿保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49308 租三十坪地種菜: 茶豆渣堆肥很簡單吳睿保著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01834 晝夜. 上: 肅殺心 C.C.詹金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41 魚之樂 趙岑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01858 塵中夢蝶 趙岑中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3

博毓學園吳睿保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博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童話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逸群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創意市集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博碩文化



9789864342990 精通嵌入式LINUX程式設計 Chris Simmonds著; 錢亞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03 計算機概論: 數位趨勢與創新 胡昭民、吳燦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27 App Inventor 2程式開發實戰演練: 正確學會Android App設計技巧的16堂課白乃遠, 曾奕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41 給工程師的第一本理財書: 程式金融交易的118個入門關鍵技巧酆士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58 Python GUI程式設計: PyQt 5實戰王碩, 孫洋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65 高效率!人資、業務、倉儲、專案經理必學的EXCEL函數與視覺圖表完全解析黃瀞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072 大數據時代行銷顯學: 業績長紅的數字思考力與Excel商用技巧植山周志著; 羅淑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02 Python新手使用Django架站技術實作何敏煌, 林亮昀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119 7天學會Android App程式開發 李聖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26 Photoshop CC去背達人的私房秘技不藏私吳宜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33 Python深度學習實作: Keras快速上手謝梁, 魯穎, 勞虹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40 原來你才是絆腳石: 企業敏捷轉型失敗都是因為領導者,你做對了嗎?Jutta Eckstein, John Buck著; 林裕丞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57 Python程式設計實務: 從初學到活用Python開發技巧的16堂課何敏煌作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164 圖解資料結構: 使用C# 吳燦銘、胡昭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71 Python網頁程式交易APP實作: Web+MySQL+Django林萍珍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188 SolidWorks專業工程師訓練手冊. 8, 系統選項與文件屬性吳邦彥, 邱莠茹,黃淑琳, 武大郎作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195 Word/Excel/PowerPoint超效率500招速成技吳燦銘著 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343201 秋聲教你玩組合語言. 指令精華篇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218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姚瞻海, 劉齊光, 陳鞠伎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343225 App Inventor 2輕鬆學: 手機應用程式簡單做吳燦銘, 榮欽科技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232 從零開始學Visual C# 2017程式設計李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256 遠端遙控木馬病毒程式設計: 使用Python北極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17 運算思維與演算法的九堂精選課程胡昭民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343324 Python機器學習 Sebastian Raschka, Vahid Mirjalili著; 劉立民, 吳建華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1648 猜猜我長大了變成什麼?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61655 抱抱床邊故事 AZ Books編輯群撰文/繪圖;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精裝 1

9789869561679 顏色妖怪 Anna Llenas圖.文; 華碩文化編輯群翻譯 精裝 1

9789869561686 THE COLOR MONSTER Anna Llenas[作] 1st ed. 精裝 1

9789578705050 Tiger's Big Day writer and illustrator AZ Books Editional Team精裝 1

9789578705067 Magic Birthday Book writer and illustrator AZ Books Editional Team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2124 JR鐵道車輛百科 株式会社交通新聞社作; 王家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2131 世界名機系列: 歐洲戰鬥機颱風Jウイング編集部作; 張詠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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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博聞塾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渥瑪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24

送存冊數共計：24

華碩文化科技



9789865629618 Pieceduino气氛灯程序开发(智能家庭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5629625 Pieceduino氣氛燈程式開發(智慧家庭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1875 叮咚科普觀察簿: 尋找羊奶奶 智趣王編輯小組編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899 小山羌與小樹葉 楊子葦著 1版 其他 1

9789865691905 冷靜的鱷魚醫生 楊子葦著 1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061470 Fun box book Beat Eisele[作] 2nd ed. 精裝 第3冊 1

9789575061661 Nian the Monster Beat Eisele[作] 其他 1

9789575061678 I can speak English. book 2 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Scott Kelly, Jack Yang2nd ed. 平裝 1

9789575061685 I can speak English. book 4 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Scott Kelly, Jack Yang2nd ed. 平裝 1

9789575061692 I can speak English. book 6 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Robert Scott Kelly, Jack Yang2nd ed. 平裝 1

9789575061708 I can phonics editor Vivian Lee 其他 第2冊 1

9789575061715 I can phonics editor Vivian Lee 其他 第4冊 1

9789575061722 I can phonics editor Vivian Lee 其他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6829 里賀. 智慧種子鏈結篇 馬敏元計劃主持 初版 精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90722 技術士技能檢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SOLIDWORKS術科測試題解析索力工作室編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7456 復興崗新聞人. 107年版 方彥吉等採訪撰文; 楊鴻博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4547 憤怒的菩薩 陳舜臣作; 游若琪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94554 人行道 米契爾.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著; 黃克先, 劉思潔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智趣王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凱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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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崗新聞系友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游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8

智慧種子聯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華興文化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380784 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析-詳解本. 107年版賴世雄總編審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8453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8, 破除創業困境的心法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60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19, 創業的初衷與使命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8477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20, 相信力量會帶來改變林玉卿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05749 經絡筆記本. 三, 易轉奇經8脈 李強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1500 一生受用的猶太人賺錢術 孟達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524 水是百藥之王 張明玉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1531 醫遍天下 鐵牛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9641548 一生受用的猶太人大智慧 林郁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1579 如果事與願違,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何子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8742 神奇的鈣 健康研究中心主編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613335 標準K.K.音標入門 盧蘭君, JULY著 [三版] 其他 1

9789574613380 中級西班牙語會話 林青俞作 初版 其他 1

9789574613397 實通德文初.中級 莫非(Daniel James Murphy)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89060 狀元爬牆來 風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77 偷來的小媳婦 香彌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84 行銷長,復合可能嗎? 杜若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889091 揚州三奇花. 之一, 洛陽花嫁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9107 揚州三奇花. 之二, 小氣財神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2889114 揚州三奇花. 之三, 愛哭神醫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12801 沙豬王子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1412818 賊美人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智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華藝創意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萬人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新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雲巖經絡藝術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Book House



9789861412825 槓上壞妹子 寄秋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2736 史上最強、最貼心K力副食品影音教學全書K力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9308 中學幾何要義 周杰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7650 簡單手縫x黏合就OK!: 手作系女孩の小清新布花飾品設計BOUTIQUE-SHA著; 廖紫伶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67 靈活指尖&想像力!: 百變立體造型的三角摺紙趣味手作岡田郁子著;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74 暖萌!玩偶の不織布手作遊戲 BOUTIQUE-SHA著; 莊琇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81 花系女子の和風布花飾品設計かわらしや著; 劉好殊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7698 趣味摺紙大全集: 超好玩&超益智!完整收錄157件超人氣摺紙動物&紙玩具主婦之友社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5506 超可愛手作課!輕鬆手縫84個不織布造型偶たちばなみよこ著; 林睿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5513 集合囉!超可愛の黏土動物同樂會: 豐富收錄60+可愛造型動物，大人小孩都超喜歡!胡瑞娟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549412 運輸規劃學(含概要) 羅古特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498 鐵路運輸學大意 許博士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04 鐵路運輸學概要 許博士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11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28 工安環保法規及加油站設置相關法規艾晟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35 機械製造學大意解題攻略大全陳火旺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42 軌道經營與管理 梁實端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59 眼球(構造)解剖生理學與倫理法規倫理法規(含概要)全道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66 比較政府與政治 蕭永昌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73 工程力學 許信凱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597 法院組織法(含大意)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03 國境執法(含概要)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10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移民人權)(含概要)全道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27 桃園捷運四合一全科速成攻略郭靖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34 消防四等特考歷屆考題精解 盧守謙, 陳永隆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41 火災學完整歷屆考題精解 盧守謙, 陳永隆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58 消防設備師歷屆試題精解 盧守謙, 陳永隆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65 消防法規完整歷屆考題精解 盧守謙, 陳永隆編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手父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詮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手作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鼎文



9789574549672 消防設備士歷屆試題精解 盧守謙, 陳永隆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696 警察法規(含概要)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02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李道信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26 郵政國文(短文寫作與閱讀測驗)儒宏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33 鐵路運輸學大意題庫 許博士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40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題庫 李道信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57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題庫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64 郵政三法大意題庫 胡劭安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71 國文(閱讀測驗)題庫 李杰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88 行政學題庫(精選題庫.完全攻略)太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795 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精鑰 卓嵐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801 超薄行政法一本搞定 卓嵐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825 專案管理題庫 許博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832 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維護四合一奪榜攻略鼎文名師群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4549887 鐵路工程及鐵路養護作業大意理查曼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0414 每天讀一點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原著; 遲雙明解釋[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21 玩翻全攻略沖繩OKINAWA 王大胖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38 全彩圖說千金方 (唐)孫思邈原著; 王斌, 吳劍坤主編[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45 吐司.麵包圖解全書 李秀晶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52 全彩圖解3分鐘讀懂霍金時間簡史Dr. Shen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0469 倫敦地鐵遊最新情報書. 2018-19年版愛旅遊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722375 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葉明生著 臺一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1722429 象生與飾哀: 漢墓石刻畫像研究龔詩文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443 禪淨修持與靜坐體認 陳劍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566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0冊 1

9789571722573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1冊 1

9789571722580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2冊 1

9789571722597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3冊 1

9789571722603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4冊 1

9789571722610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5冊 1

9789571722627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6冊 1

9789571722634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7冊 1

9789571722641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8冊 1

9789571722474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1冊 1

9789571722481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2冊 1

9789571722498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33

送存冊數共計：33

新文創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新文豐



9789571722504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4冊 1

9789571722511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5冊 1

9789571722528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6冊 1

9789571722535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7冊 1

9789571722542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8冊 1

9789571722559 道法海涵. 第二輯 李豐楙主編 初版 精裝 第9冊 1

9789571722696 一山而五頂: 多學科、跨領域、超文化視野下的五臺信仰研究釋妙江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02 太歲元辰與南北斗星神信仰 蕭登福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571722719 敘事與抒情 周建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26 從儒理到玄義: <>與<>之詮釋理路的探索吳冠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33 裴松之<>新論: 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王文進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1722740 早期禪宗文獻四部: 以TEI數位標記重訂敦煌寫卷. 1, 摹寫本馬德偉, 張伯雍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57 早期禪宗文獻四部: 以TEI數位標記重訂敦煌寫卷. 2, 對照與點注本馬德偉, 張伯雍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64 早期禪宗文獻四部: 以TEI數位標記重訂敦煌寫卷. 3, 抄經本馬德偉, 張伯雍編撰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88 清代桐城派<>學研究 邱詩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795 民國以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編註陳鴻瑜編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1722801 民國以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編註陳鴻瑜編著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1722818 民國以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編註陳鴻瑜編著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1722825 民國以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編註陳鴻瑜編著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1722849 近代中國的宗教 康豹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856 <>敘事之書法研究 李秋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1722863 五臺山信仰多文化、跨宗教的性格以及國際性影響力: 第二次五臺山研討會論文集釋妙江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13948 有錢千里來相會 無錢對面不相逢: 天使投資人:好的老師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師帶你進套房羅金(Tony Rogi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3955 有精兵就能找到黃金: 有黃金未必能買到精兵 有錢能使鬼推磨 沒錢飽受人折磨羅金(Tony Rogin)著 第版 平裝 1

9789863913962 成交量與未平倉量: 大利往:你必需抓著改變的手 否則改變將掐住你的喉嚨費曼(Morton Feynma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3979 新艾略特波浪理論: 大利來:混沌之中演繹出大商機 波動交替歸納得大法則坦伯頓(Albert Templeto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3986 移動平均線密碼: 怒火像最快的馬車般飛奔 懂得控制憤怒的人 才是好車伕南森(Fridtjof Nanse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3993 紅籌股勝藍籌股: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運若展開還會再開賴恩施(Josh Reinsc)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06 墨比爾斯K線犀利法則: 一次良好的撤退 應該和一次偉大的勝利一樣的受到獎賞龐培歐(Erin Pompe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013 多元智能論K線致富: 商場獲利靠實力 開盤兩瞪眼 教授得利靠諂媚 暗盤兩雙眼賴恩施(Josh Reinsc)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20 瓦特.米緹的祕密K線: 人生志業上的最大遺憾 莫過於錯誤的堅持和輕易的放棄佩洛哥(Mike Pereg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37 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 從內突破是生命 人生從外打破是挫折 從內突破是明哲錢本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044 流行會退潮 惟有風格長存: 若是時機不遇 只宜按兵不動 真是服務不欺 必然更上層樓佩洛哥(Mike Pereg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51 他天生就是吃這行飯的人: 先知先覺吃肉 後知後覺喝湯 不知不覺買單 知而不覺付費賴恩施(Josh Reinsc)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68 拉斯維加不會告訴你的事: 財神告訴我們 愛戀不在於相互凝視 而在於眺望同一方向賴恩施(Josh Reinsc)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75 特別開立雙向借券戶: 左手領股利 右手再借券 利息來回兩頭賺 蠟燭不必兩頭燒羅根(Oscar Loga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82 先知先覺創造機會: 後知後覺抓住機會 不知不覺失去機會 錯知錯覺錯認機會崔歐羅(Derek Triol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099 果戈里鼻祖 只有面子: 權力無限大 卻只是拿來照拂 財力無限大 卻不知用來造福崔歐羅(Derek Triol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05 果戈里外套 沒有裡子:世間的相遇都不像久別重逢 市場的機遇都像是久別重逢崔歐羅(Derek Triol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12 做對的事 把事做對(1): 諸惡莫作不如眾善奉行 光說不練 只會讓信譽從嘴巴消失佩洛哥(Mike Perego)著 第1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7

送存冊數共計：37

經史子集



9789863914129 做對的事 把事做對(2):老人和彗星受到敬畏 都因蓄有長鬍鬚 自稱能夠預料事變佩洛哥(Mike Pereg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36 做對的事 把事做對(3): 上帝創造了驢子 柱子和老子 來承擔起世界上的各種負荷佩洛哥(Mike Perego)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43 孔子臨終遺言隱藏著財富:鴻鵠偉志毀於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 無位則無為 徒損智也錢本草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50 頓悟輕鬆百萬富翁(1):神果然公平 但機會在你手上 錢當然有腳 坐擁財富終須道史劍道(Paul Scissors)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67 頓悟輕鬆百萬富翁(2):我在50歲前未曾討過什麼債 沒想到人生最難討的是生活史劍道(Paul Scissors)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74 頓悟輕鬆百萬富翁(3): 你一個人做事 最多只是夢想 我們一起做事 最少能成大響史劍道(Paul Scissors)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81 《百喻經》新譯新解: 我嚮往光明 它為我指引前路 我走過陰暗 它為我累積億萬張儁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198 唯有前兩名得以大發: 並且第2名和第1名的差距還不能過大 第4名已沒意義了史劍道(Paul Scissors)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04 這個胡適 沒什麼用: 社會主義為國為民 資本主義發財致富 自由主義浪漫破產錢本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11 崇禎朝用了50個宰相: 你叫不醒一個假寐裝睡的人 你教不會一個假會裝懂的人錢本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28 吾母吾父 危機入市: 無知難成事 傲慢有罪受 刻意的無知 往往產生虛幻與罪惡崔歐羅(Derek Triol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35 這5種生產方式會大賺: 犬儒所謂的歷史 只不過一堆廢話 我們必須實踐大財大話龐培歐(Erin Pompe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327 晏嬰對齊景公說: 讀書人不可用:讀書人傲慢自大 目中無人 很難用法律來約束他們的行為錢本草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42 芥川龍之介鼻子嗅到財富: 所謂的現實只不過是種錯覺 只是這種錯覺持續得非常久羅根(Oscar Loga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59 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 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 金錢可生金錢 孳生的金錢又可再生龐培歐(Erin Pompe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66 夏綠蒂文化侵略網: 寧信世間有鬼 不信政客的嘴 寧信黃河沒水 不信男人的嘴龐培歐(Erin Pompe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73 投資邪惡 變成金融大鱷: 決定人們一生命運的關鍵 不是人的努力 而是人的選擇崔歐羅(Derek Triol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80 真正的老闆其實有兩個:我們必需抓著改變的那雙手 否則改變將掐住我們的喉嚨龐培歐(Erin Pompeo)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297 心流Flow創造現金流(1): 雖然人不能把財產帶進墳墓 但金錢卻可以把人帶進墳墓羅根(Oscar Loga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303 心流Flow創造現金流(2): 最浪漫就是與妳慢慢的變老 最幸福就是與你幸運變有錢羅根(Oscar Loga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310 心流Flow創造現金流(3): 心念決定行事 行事養成習慣 習慣形成個性 個性造就命運羅根(Oscar Logan)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334 你必須非主流 才能入流: 對於過去所犯的錯誤的最佳道歉 就是未來做出正確之舉賴恩施(Josh Reinsc)著 第1版 平裝 1

9789863914341 心海羅盤. 1, 天上有星: 皆拱北 人間無水不朝東 時人若識藏身病 拈取簸箕別處舂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358 心海羅盤. 2, 列國縱橫: 六七帝 斯文興廢五千年 黃人捧日撐空起 要放光明照大千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365 心海羅盤. 3, 百年興廢: 選擇最佳路線 不管多麼崎嶇 選擇最佳方位 不管多麼悖離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372 心海羅盤. 4, 黑臉白臉: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389 心海羅盤. 5, 一點清油: 污白衣 斑斑駁駁使人疑 縱饒洗遍千江水 不似當年未污時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396 心海羅盤. 6, 人情反覆: 世路崎嶇 行不去須知退一步之法 行得去務加讓三分之功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02 心海羅盤. 7, 讀出師表: 而熱淚盈眶者 其人必很假 讀陳情表而流淚者 其人必很真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19 心海羅盤. 8, 己過如山: 己不見 師過秋毫亦明察 法不相應實由此 勤加懺悔常憶念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26 心海羅盤. 9, 吾家洗硯: 池邊樹 個個花開淡墨痕 不要人誇好顏色 只留清氣滿乾坤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33 心海羅盤. 10, 直道教人: 人即不從而自反無愧 以誠心待人 人有或不諒而歷久自明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40 富爸爸 窮爸爸. 1, 糧: 誰控制了地球各地的糧食 誰就控制了全球各地的人類吉爾森(Charlie Gil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57 富爸爸 窮爸爸. 2, 油: 誰控制了中東波斯灣的石油 誰就控制了相關的所有國家吉爾森(Charlie Gil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64 富爸爸 窮爸爸. 3, 地: 地主剝削/誰掌握了海洋土地房產 誰就掌握了歷史的財富吉爾森(Charlie Gil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71 富爸爸 窮爸爸. 4, 軍: 盛宴/誰擁有最強大的軍隊武力 誰就擁有了發展的權力吉爾森(Charlie Gil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88 富爸爸 窮爸爸. 5, 錢: 王者歸來/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 誰就掌握了全世界吉爾森(Charlie Gil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495 當我21歲投資時(1): 皇冠金銀珠寶皆可拋 勿輕易奉情交心 但勿丟了初心幻想諾爾特(Orrin Nau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01 當我21歲投資時(2): 與人推心置腹 永遠不會無所獲的 它換來的是哀歎和悔恨諾爾特(Orrin Nau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18 當我21歲投資時(3): 鼓吹眾人赴義的人 自己並未赴義 此話千真萬確 萬確千真諾爾特(Orrin Nau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25 美-中貿易戰. 1, 修昔底德: 不是大象打架踩壞草坪 而是受傷的獅子攻擊醒來的獅子伊斯瑞(James Isra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32 美-中貿易戰, 2, 中等陷阱: 沒有任何人可以摧毀中國人 他們是善於從苦難中生存的人伊斯瑞(James Isra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49 美-中貿易戰. 3, 誰是贏家: 大象無法隱身於小樹叢之後 小樹叢隱身有兩面人眼鏡蛇伊斯瑞(James Isra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56 阪田法K線成交量: 用計欺騙敵人 不應迷惑自己 壓寶快速致富 不應迷失自己卡爾森(Ram Carls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63 費伯納西大模型: 及早財務自由/獅子不是因為自由而偉大 是因偉大而自由葉里昂(Certrude Eli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70 塔西佗陷阱 黑暗的太陽: 真正的幸福的本質是隱密的 它摒棄那表面的浮華與喧囂諾爾特(Orrin Nau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87 商業細胞塔木德: 你失敗幾次並不重要 在商場上 你只要有一次做對就行了諾爾特(Orrin Nauert)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594 易經賽局博弈: 數中有術 術中有數 陰陽燮理 機在其中 機不可設 設則不中隰春生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00 30歲就有兩個小孩富比世: 40歲才有兩個小孩貧比世 50歲只有兩個小孩窮比世費克林(Paul Fick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17 最新寶石學: 品質與品味/怎樣購買寶石不受騙 痛苦會過去 美麗會留下謝爾頓(Mihir Sheld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24 冰山模型K線起家: 我們終於得救了 只要有心致富 今天失意的人 明日大滿貫謝爾頓(Mihir Sheld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31 交易的藝術 標第與堳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狗性難改狎邪不移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謝爾頓(Mihir Sheld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48 棒球打擊科學 投資大贏家: 第一球只觀察不揮棒 耐心等到兩好三壞 才是最佳時機謝爾頓(Mihir Sheld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55 斜槓族slashie連結富比世: 獲利的人懷有絕學不願教人 失利的人懷有絕學很想教人謝爾頓(Mihir Sheld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62 標準普爾500不如台灣50: 擇你所愛 愛你所擇 但創業不必擇你所愛 也不必愛你所擇謝爾頓(Mihir Sheldon)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79 K線投資心經: 不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而是你過你的年 我過我的年伊斯瑞(James Isra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86 起這6個會 幫自己加薪: 人生沒有理想 就沒堅定方向 創業沒有獲利 就沒更新動力伊斯瑞(James Israel)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693 當沖蘇黎世定律: 豬蛻變神補力/智慧的人眼目放光明 愚昧的人在黑暗行走費克林(Paul Fick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09 厚黑學理財經: 沒有黑暗這種東西 厚利不會向我走來 我必須向厚利走去費克林(Paul Fick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16 歷史經驗 鐵版神賺: 不朽的祕密/這些葉子準備要飛走了 所以換上美麗的顏色費克林(Paul Fick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23 道教養生氣功: 大象不遊兔徑 大悟不拘小節 醫院宣佈無效後還活了幾十年清河新藏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30 世界首富投資學: 少了這些門檻障礙 多了那麼多目標 你一生不可能變巨富費克林(Paul Fick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3914747 窮死的梵谷 富活的畢卡索: 笑,全世界都會跟著你笑;哭,只有你自己獨自在哭...費克林(Paul Fickling)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4156 鐵胳臂王松亭 林昌湘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64163 點燈傳薪 林昌湘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7706 新北市貂山吟社慶祝創社一百周年全國詩人聯吟大會專輯簡華祥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8604 台灣藏書票展 吳望如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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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81

送存冊數共計：81

道生中國兵器博物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世紀身心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貂山吟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北市藝術教育深耕協會



9789869087681 心世代逆轉勝 向立綱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0498 魔法婚約 不理不理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34304 龍朝大都 BARZ Jr.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34311 愛情故事不好說 秋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473 Proceedings of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y System Theory Application and Kansei Engineering[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56411 ゆうかりぷたす第五号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9803 達成與高靈合一: 悟證靈魂之冥想(簡體字版)蔡國瑞著; 陳良平翻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9810 達成與高靈合一 蔡國瑞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9827 我的地球我的家 Catherine choachuy作; 陳良平翻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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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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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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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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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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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33130 小小樂思系列 奧斯卡.柏尼菲(Oscar Brenifier)著; 戴芬妮.杜朗(Delphine Durand)繪; 尉遲秀等譯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9633147 後窗的女人 亞傑.芬恩(A. J. Finn)著; 林師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3154 內田悟的蔬菜教室: 當季蔬菜料理完全指南: 保存版春夏內田悟著; 林仁惠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3161 內田悟的蔬菜教室: 當季蔬菜料理完全指南: 保存版秋冬內田悟著; 何姵儀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9633178 馬拉拉的魔法鉛筆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著; Kerascoët圖; 莊靜君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3185 傑琪的幸福 相原博之文; 足立奈實圖; 綿羊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678308 小老虎學數數 雅諾許作; 姬健梅譯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愛尼曼數位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愛米粒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光星酉講堂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5903 發現社大,師藝相傳: 新竹縣社區大學教師藝文聯展李宥融, 劉佳珍編輯策劃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3725 藝起踏青趣彩繪圓光繪畫作品集釋性願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60288 詩情海陸. 第3集 李魁賢編譯 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90343 從超市向世界出發: 超市裡的歷史田野王善卿作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1884 提琴樹. 二: 奧福小提琴教學系列劉妙紋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81195 中古雙音並列身體詞組合研究周玟慧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379 傳統戲曲與道教文化 王漢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386 另一種現代性: 論語派論 呂若涵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393 中西文學類型比較史 李萬鈞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09 李贄年譜考略 林海權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16 中國當代雜文史 袁勇麟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23 當代小說修辭性語境差闡釋 祝敏青, 林鈺婷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30 元嘉體詩學研究 蔡彥峰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47 中國歷史小說史 歐陽健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54 廣義修辭學研究: 理論視野和學術面貌譚學純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61 孫紹振解讀學試釋 賴瑞云著 初版 精裝 2

9789864781485 臺灣詞社研究 蘇淑芬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522 辭章風格教學新論 蒲基維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539 辭章章法四大律 黃淑貞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4781560 經典詮釋與生命會通 丁亞傑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圓光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誠邦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7

竹縣竹北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萬卷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意念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新芽



9789864781577 世俗想像與歷史記億 陳煒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584 行旅練習帖 揚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607 紀念牟宗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楊永漢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614 臺灣兒童文學史 林文寶, 邱各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81621 潘麗珠詩文吟誦學二十講 潘麗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907 校園裡長出了一棵向日葵: 慈濟大學見晴醫療服務隊十年吳宛霖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914 八天八夜的奇蹟: 慈濟毫秒援震花蓮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921 白雲度山: 醫者林元清 林元清主述; 曾多聞撰文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60938 <>壯遊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945 <>攝影.故事 經典雜誌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952 盤山過嶺: 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凃心怡撰文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351 幼兒發展 游淑芬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445375 幼兒健康與安全 陳美燕等編著 再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12660 民法總則: 訣 廖毅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2806 民法念成這樣,我一定是腦袋有洞: 民法總則小益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2899 行政法 呂晟編著 一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812912 法學緒論: 全彩圖說 伊藤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2929 法學大意: 全彩圖說 伊藤編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3100 80/20法則 民法 總訣式 總則篇陳冠甫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148 3Q監獄行刑法概要(測驗題)解題書霍華德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186 刑法(含概要)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193 刑法概要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209 老師開講: 刑法飛 陳介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216 老師開講: 強制執行法 順 黎民編著 十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3223 刑法總則 陳介中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230 警察法規口袋書 程譯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254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乙組)保成名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261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公式 張力升, 陳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278 常用物理化學定理公式 張力升, 陳中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285 國文必知十大主題試題精析 樂府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292 警專入學考試 常用數學公式 李安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3308 80/20法則 家事事件法─曙光乍現蘇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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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2

新保成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30

經典雜誌



9789864813315 犯罪學(概要) 霍華德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322 警察法規必讀聖經3.0 程譯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3339 警察法規概要必讀聖經 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346 警察勤務速讀秘笈 程譯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353 警專入學考試─1000個常用英文單字Riemann編 五版 平裝 1

9789864813360 警專入學考試: 歷屆試題全解(甲、丙組)保成名師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377 警察情境實務(含分類題庫與申論解析)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384 法學緒論: 奪分關鍵.快速記憶程譯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3391 郵政法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主題式精選題庫陳晟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407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3414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3421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完全攻略林嵩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3438 明白 行政法 郭羿編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452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必讀聖經伊藤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469 刑事訴訟法重要名詞&概念說明保成法學苑編著;戴蒙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476 刑法重要名詞&概念說明 保成法學苑編著;戴蒙監修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483 台灣自然及人文地理-主題式精選題庫李岳洋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490 國文(單選題.閱讀測驗)主題式精選題庫林嵩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506 警察專業英文 英銘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513 警察勤務(含相關情境實務) 樵林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3520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537 國考英文一級棒 英銘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544 民法總則(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551 警察法規概要(基礎行政法) 郭羿編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568 警察學 紀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575 警察政策 紀傑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582 刑事訴訟法體系表 許睿元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599 刑事訴訟法概要 許睿元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605 近年 時事考點x實務見解統整保成名師聯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612 法研所試題全解. 107 保成法研所編輯小組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629 80/20法則: 刑法分/爭1次解決. 總則篇柳震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636 80/20法則刑事訴訟法 伊谷, 李星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3643 三等監獄官新題型指南. 108年霍華德, 張維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650 火災學(概要)重點&題庫二合一謝景旭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813667 最新消防與災害防救法規試題解析高賢松, 至賢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674 行政法 呂晟編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813681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698 一般警察版: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704 警察特考版: 中華民國憲法 郭羿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813797 警察法規正解題庫書(含申論暨測驗題)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803 警察法規概要題庫Q&A 程譯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810 犯罪偵查概要 何春乾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827 國考三.四等: 5000常用英文單字Riemann編 七版 平裝 1

9789864813834 老師開講: 民法(總則)原 袁翟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841 基本小六法 保成法學苑編著 五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858 老師開講 國際公法: Minsanity名揚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865 3Q立法程序與技術解題書 林沛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4813872 民法(爭點&實例) 裕樹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889 犯罪學(概要)(含再犯預測) 霍華德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902 3Q監獄學概要(混合題)解題書霍華德, 張維軒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919 警察特考 犯罪學概要題庫Q&A(含申論&測驗題)霍華德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926 行政學重要名詞 程明, 王濬監修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13940 行政法(含憲法+行政法)-重要名詞&概念說明保成法學苑編著;王為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957 民法 重要名詞&概念說明 保成法學苑編著;呂博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3964 老師開講 刑法總則: 呈 李允呈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971 矯正暨觀護法典 霍華德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4813988 民法(測驗題)解題書 裕樹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813995 民事訴訟法 重要名詞&概念說明保成法學苑編著;宋定翔監修 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008 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重要名詞&概念說明保成法學苑編著編著;呂博, 戴蒙監修一版 平裝 1

9789864814015 刑法概要題庫Q&A(含申論&測驗題)柳震編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4380 慈心(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64397 里仁為美(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004 做第一等人(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011 孩子的教育(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664028 論語講記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64035 論語講記(簡體字版) 日常老和尚講述;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第二版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802 三地工作生活旅人遊記 沈慶慧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778 靈性手作: 愛自己，不追求完美的療癒之旅佐糸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702 新時代女孩的身心靈指引 艾瑪.米爾頓(Emma Mildon)著; 王若睎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88654 中國生死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88678 佛學Q&A精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4集 1

9789869188685 感動人心的洋人真實故事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星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音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79

送存冊數共計：79

圓音有聲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瑞迪阿特



9789869188692 悲智雙運看人間. 第4集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003 悲智雙運看人間. 第5集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010 請重新認識佛教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027 佛學Q&A精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5集 1

9789869504034 超渡的重要性 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041 佛學Q&A精典 常律法師作 初版 平裝 第6集 1

9789869504058 中國文學的哲理暨常律和尚法語大集常律法師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065 天堂世界的真相: 地球人類的故鄉常律法師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1336572 靈魂迷宮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Carlos Ruiz Zafon)著; 范湲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589 民初學霸讀什麼?史上最強大的國語啟蒙書: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白話全解版)劉樹屏主編; 吳子城繪; <>編輯部編初版 平裝 全套 2

9789861336596 癌症消失的陷阱 岩山一麻著; 章澤儀譯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02 台客劇場的人生實驗室 林冠廷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19 劍魂如初 懷觀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26 走路的人 谷口治郎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1336633 天使遊戲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Carlos Ruiz Zafón)著; 范湲譯二版 平裝 2

9789861336640 生活需要儀式感 李思圓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24433 世風沉淪:余英時四德兼備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440 傷風敗俗的中研院 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724457 十週年紀念專號: 台大、中研院一丘之貉包庇抄襲？盧建榮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73511 カモ老師的微可愛插畫練習帖カモ作; 顏可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28 GO!漫畫素描自學全攻略 漫學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35 情緒的解剖圖鑑 苫米地英人作; 林農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42 京都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編集;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59 大阪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編集;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66 動漫人物和服、洋裝繪製技法八條忠基, 德井淑子作; 郭家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73 婚內冷暴力 本田りえ, 露木肇子, 熊谷早智子作; 蔡麗玲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80 廚房道具百科: 廚具使用「解惑之書」艾倫.史諾作; 張穎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597 幻獸藝術誌 龍族百科 威廉.歐康納作; 邱佳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603 色鉛筆著色學習書 河合ひとみ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610 日本鐵道解剖圖鑑 岩間昌子作; 趙鴻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627 奇幻系服裝繪製技法 もくり作; 顏可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634 咖啡學校: 7堂咖啡迷必修課 エイ出版社編輯部作; 蔡麗蓉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圓神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新高地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73641 鎌倉 日本鐵道、巴士自由行 昭文社編集;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658 圖解狙擊手 大波篤司作; 張翡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665 一看就懂的會議圖表紀錄術! 清水淳子作; 林佳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02 精準用腦 樺澤紫苑作;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19 成為一流人才的38個好習慣 三浦將作; 涂紋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26 小房子的格局解剖圖鑑 本間至作; 陳聖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33 世界廣場之旅 []川智等作; 嚴可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40 名古屋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編集; 甘為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57 四國搭車趣!日本自助行神級指南昭文社編集作; 木木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64 異世界角色&生物設計講座 馬克.塔羅.荷姆斯作; 陳岡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71 超擬真色鉛筆描繪書 三上詩絵作; 蔡婷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73788 超逼真景觀模型製作技法 荒木智作; 張翡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7766 吳鼎仁自作對聯集 吳鼎仁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64839 日檢N5全攻略 李致雨, 李翰娜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6543 全新制TOEIC！這樣考: 多益文法秘笈琪益英語學習方法研究所著; 林建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550 全新制TOEIC這樣考: 多益閱讀秘笈Key英語學習方法研究所著; Alice I. H. Chen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6826 重構JavaScript Evan Burchard原著; 蔡存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021 Raspberry Pi專案實做大全 朱鐵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632 實戰區塊鏈技術: 加密貨幣與密碼學王毅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31 實戰機器學習: 使用Spark Rajdeep Dua, Manpreet Singh Ghotra, Nick原著; 江良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762 物聯網概論 張志勇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7816 SQL Server 2017/2016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實務陳會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823 Photoshop設計幫幫忙: 解決現場問題的速查即效事典(CC/CS6/CS5/CS4/CS3)上原ゼンジ等原著; 吳嘉芳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7830 英語表達,3詞就搞定! 中山裕木子原著; 古又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847 Illustrator設計幫幫忙: 解決現場問題的速查即效事典(CC/CS6/CS5/CS4/CS3)生田信一等原著; 許郁文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7878 優雅的SciPy: Python科學研究的美學Juan Nunez-Iglesias, Stefan van der Walt, Harriet Dashnow原著; 張靜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885 現代JavaScript實務應用 Nicolás Bevacque原著; 謝銘倫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892 More Effective C#中文版: 寫出良好C#程式的50個具體做法Bill Wagner原著; 陳開煇, 孫天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08 Hyper-V虛擬化技術企業現場實戰Patrick Lownds, Charbel Nemnom, Leandro Ca原著; 胡為君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7915 實戰Docker: 使用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10Elton Stoneman原著; 林班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22 專業PPT簡報的配色x用字x製作秘訣大公開@PPT-娘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46 白話深度學習與TensorFlow 高揚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7960 最新計算機概論 陳惠貞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4767977 AMOS結構方程模式最佳入門實用書蕭文龍, 陳世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042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18年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059 全新制TOEIC這樣考: 多益聽力模擬測驗10回YBM著; 林芳如, 陳宜慧譯 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碁峰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鼎軒畫室



9789864768066 AIoT人工智慧在物聯網之應用與商機: 數位轉型的基礎知識裴有恆, 陳文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073 TQC+商品彩現認證指南: V-Ray 3 for Rhino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080 C++全方位學習 古頤榛著 修訂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8097 奔跑吧!Linux kernel: Linux 4.x kernel內核關鍵與原始程式碼解析張天飛原著; H&C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103 用Photoshop玩影像設計比你想的簡單: 快快樂樂學Photoshop CC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8110 C & C++程式設計經典 蔡文龍, 張力元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4768127 Hello! C++程式設計 蔡志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158 設計聊天機器人: 建立對話式體驗Amir Shevat原著; 黃朝秋, 賴薇如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165 React Native學習手冊 Bonnie Eisenman原著; 張靜雯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8172 Java資料科學: 科學與工程實務方法Micheal Brzustowicz原著; 楊尊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189 Unity行動遊戲開發實務 Jon Manning, Paris Buttfield-Addison原著; 陳健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196 深入淺出Android開發 Dawn Griffiths, David Griffiths著; 賴屹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19 審查資料製作書 余曉菁, 邱淑芬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226 Kubernetes: 建置與執行 Brendan Burns, Kelsey Hightower, Joe Beda原著; 林毅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40 Deep Learning深度學習基礎: 設計下一代人工智慧演算法Nikhil Buduma原著; 藍子軒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64 Ansible: 建置與執行 Lorin Hochstein, Rene Moser原著; 何敏煌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71 Visual C# 2017程式設計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88 用Python學程式設計運算思維李啟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295 100節神奇創意小火車: 小孩最愛塗塗畫畫大百科飛樂鳥KIDS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01 圖畫躲貓貓 NEXSWORK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18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4768325 創意App程式設計特訓教材: App Inventor 2吳玄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32 AI行銷學 Jim Sterne原著; 徐瑞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49 親子自然科學大百科 李京美等原著; 高聖殷繪; 陳盈之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768356 產品路線圖: 從革新到蛻變 C. Todd Lombardo等原著; 黃詩涵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63 每天6小句簡單親子英文 Hillary原著; 陳盈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370 生不出好創意,就賺不了錢! 吳相鎮原著; 蘇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394 Visual Basic 2017程式設計 陳惠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424 Android程式設計入門、應用到精通孫宏明著 修訂第四版其他 1

9789864768448 新趨勢網路概論 陳惠貞著 第四版 其他 1

9789864768462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檢定學科試題解析(107試題)胡秋明,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486 使用j2store開設網路商店的10堂課李順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493 掌握社群行銷: 引爆網路原子彈黃逸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509 TQC+網頁設計認證指南: Dreamweaver CC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著二版 其他 1

9789864768523 JAVA SE 10基礎必修課 蔡文龍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530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 2018吳進北, 林文恭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547 MySQL新手入門超級手冊 張益裕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768554 網路開店X拍賣王: 蝦皮來了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561 Python大數據特訓班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578 靠包裝就能賣!暢銷品跨世代不敗包裝設計大全日經設計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592 Kotlin實戰手冊 Dmitry Jemerov, Svetlana Isakova原著; 蔡明志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660 資安專家談Wireshark: Wireshark與Metasploit整合應用Jessey Bullock, Jeff T. Parker原著; 江湖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677 Python零基礎入門班(含MTA Python國際認證糢擬試題)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684 Flask網頁開發 Miguel Grinberg原著; 賴屹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691 TQC+AutoCAD 2019特訓教材. 基礎篇吳永進, 林美櫻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721 印前製程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寶典. 2018版: 適用Photoshop.Illustrator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68745 少女系色鉛筆入門 飛樂鳥工作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68776 兒童攝影技巧精粹: 鏡頭選擇x拍攝秘訣x姿勢引導x後製修圖李斌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614 葳格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八輯林紫涵, 張世昌, 陳鳳麗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9661621 葳格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作品集. 第七輯林紫涵, 張世昌, 陳鳳麗執行編輯 精裝 1

9789869661638 鳶尾花IRIS文學獎作品集. 106林紫涵, 張世昌, 陳鳳麗執行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4808 Borneo art collective Wendy T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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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47007 乾坤輪 王宗民, 黃亮融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6927 詩經新賞 顏興林譯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34 一口氣讀懂彼得.杜拉克 韓根泰作; 牟仁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6958 你無法用一天改變命運,但可以改變方向林郁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6904 一炁化三清與東王公西王母 林國雄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084997 跟狐狸說對不起 陳月霞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000 決戰馬頭山: 台灣山海經 陳玉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048 過新年 謝明芳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062 團結與集體: 尋找社會力 鍾秀梅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079 踅夜市食點心 謝明芳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086 逸夫詩坊 黃志欽作 精裝 1

9789576085093 美麗的歐敏 劉伯樂文.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群眾自造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奧斯汀實業

送存種數共計：71

送存冊數共計：71

中市葳格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愛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視野New Vision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慈惠堂



9789576085109 來廟口看鬧熱 石晏如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116 樹懶上學去 劉思源文; 楊麗玲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6085123 美麗的歐敏 劉伯樂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6085130 樹懶上學去 石晏如文; 楊麗玲圖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34371 證券與稅務法令手冊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著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701576 肌肉激痛點速查圖典: 人體解剖全書附冊安德魯.貝爾作; 朱皓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583 肌力與伸展動作詳解: 人體解剖全書附冊安德魯.貝爾作; 朱皓如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13 人體解剖全書: 皮膚．肌肉．骨骼你不可不知的人體祕密安德魯.貝爾著; 謝伯讓, 高蕙涵, 朱浩如翻譯增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701668 履帶&輪胎塗裝技法 魯本.岡薩列茲, 邁克爾.佩列茲作; 詹君朴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75 咖啡賜我超能力! Ryoko Iwata作; 游惠玲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82 10小時學會大學4年的經濟學 井堀利宏作; 涂紋凰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699 金屬色澤塗裝技法. Vol.1 羅伯特.拉米雷茲作; 詹君朴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705 金屬色澤塗裝技法. Vol.2 羅伯特.拉米雷茲作; 詹君朴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712 腦、神經結構&功用百科 野上晴雄作; 龔亭芬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729 夾心蛋糕捲 李秀晶作; 鄧佩綺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701736 人體解剖套書 安德魯.貝爾著; 謝伯讓等翻譯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8126 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嗎? <>「混沌的深淵」採訪組著; 郭書妤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465786 武士的宗教: 中國和日本的禪學忽滑谷快天著; 林錚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06 藝術‧.食帖 李佳樺, 許博淳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3620 少數意見 孫亞瀾著; 陳聖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3644 死者的審判 朴嘏翼著; 簡郁璇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006 將就 余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13 誰叫你出道 沙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20 就是喜歡妳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37 飛蛾撲火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44 一吻定江山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51 冬眠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68 千山萬水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楓葉社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暖暖書屋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資誠企管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萬達盛



9789869590075 野人戰場 唐瑄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82 守陵人馴奴術 童繪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90099 尋找午夜藍 謝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02 親親我的愛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19 紅蘋果之戀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26 觸不到的愛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33 我依然戀你如昔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40 請不要把眼光離開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57 假如我給妳我的心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64 嗨!偷心俏佳人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71 為妳收藏片片真心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188 親密寶貝 于晴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1694 靈魂之愛火: 基督教靈修歷史的先鋒與奧祕家吳東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3131 教你如何過.無毒生活 江晃榮, 陳靈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9553148 超越平行宇宙: 遇見外星人的自己廖云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5629 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924086 翻山越嶺見西藏: 達賴喇嘛要回家紀碩鳴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47 大時代的憶往 馬道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47 大時代的憶往 馬道行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85 沙底拾貝: 還原真實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沈寧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192 曹嘉琳服裝畫手札 曹嘉琳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08 民初上海人物與風俗: 退醒廬筆記孫玉聲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15 飛越敵後3000浬: 黑蝙蝠中隊與大時代的我們黃文騄, 李芝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22 評點晚清人物: 南亭筆記 李伯元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46 從王羲之到王靜芝: 帖學傳統中的典範書學體系郭晉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53 人生為荷 吳景騰攝影; 歐銀釧詩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60 袁世凱內幕: 新華秘記(全編本)許指嚴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77 袁世凱當國: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劉成禺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裕豐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瑞瑪出版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聖經資源中心



9789578924284 人天居所: 藏傳佛教宗派名寺 何杰峰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924291 辜鴻銘談張之洞: 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原著; 蔡登山主編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3287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0冊 2

9789869083294 張尚德演講集 張尚德講述 再版 平裝 1

9789869083294 張尚德演講集 張尚德講述 再版 平裝 2

9789869658508 張尚德演講集 張尚德講述 再版 平裝 1

9789869658508 張尚德演講集 張尚德講述 再版 平裝 1

9789869658515 唯識新引 張尚德講述 初版 平裝 第11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67105 這不是歷史,這是厚黑學 李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67112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著; 孫致禮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7143 德古拉傳奇 布萊姆.斯托克著; 夜暗黑譯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7167 卡內基超強影響力 林郁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7174 態度決定高度 林蒼井著 修訂一版 平裝 1

9789863167181 影響力的本質 戴爾.卡耐基著 修訂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6328 子夜: 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與社會鄭聖勳作 平裝 1

9789869126335 晝夢 鄭聖勳作 平裝 1

9789869126342 胭脂 鄭聖勳作 平裝 1

9789869126359 少女詩篇 鄭聖勳作 平裝 1

9789869126366 怎麼能忘記你 蜃樓仨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08215 第二屆塘潮師生展暨第三屆臺日書法交流展游玉婷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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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03010 外貿大神的32堂客戶成交課: 業務新手第一次工作就該懂的訂單成交技巧毅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027 斜槓的50道難題: 你最想知道的成為斜槓青年關鍵提問,關鍵思考與實踐方法安納金, 愛瑞克, 黃常德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3034 「3個問句」就能提升業績的提問型業務技巧: 只要3個問句,就能當場成交,客戶還感謝你!青木毅著; 劉錦秀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4

達摩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塘潮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樂園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9

新潮社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蜃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8506 屏東縣萬巒鄉勤德豆包產業 曾慶貞, 郭勤有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443 渣誌. VOL.4: 運動倫理拳王戰的十二回合周偉航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749061 教主走失記 一世華裳作; Summer繪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578749085 教主走失記 一世華裳作; Summer繪 初版 平裝 下卷 1

9789578749078 教主走失記 一世華裳作; Summer繪 初版 平裝 中卷 1

9789578749122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庫奇奇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49139 青葉靈異事務所. 檔案卷 庫奇奇著 初次 平裝 第2冊 1

9789578749146 難得情深 淮上作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749153 難得情深 淮上作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749177 滿城衣冠 金十四釵作 初次 平裝 第1冊 1

9789578749184 滿城衣冠 金十四釵作 初次 平裝 第2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70865 不平等的教育: 批判教育社會學的九堂課黃庭康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57776 禪籍詞語研究 高婉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7929 人權理念與憲法秩序: 憲法學思維方法緒論李建良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001 新學林綜合小六法 黃昭元等編 三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8032 新學林分科六法: 民法 陳忠五主編 十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8117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黃程國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8124 朗讀的技巧與指導 耿志堅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155 茶作學: 茶樹栽培與茶園管理 王慶裕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162 新學林分科六法: 土地法規 陳立夫主編 十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8179 一本搞定警察刑法 奧力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186 租賃法論 吳啟賓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193 公司法關鍵選擇 齊軒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209 日本被害者参加制度の立法経緯.逐条解説.諸問題点及び台湾同制度の草案初稿の紹介と比較彭聖斐著 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勤德農產食品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銳數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新學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葭霏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9

群學



9789862958216 醫療行為與刑事過失責任 盧映潔等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223 行政法講義 林明鏘作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8230 刑法案例研習. 三 黃惠婷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261 實務必考熱區: 商事法 格法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278 漫遊旅人 : 旅行文學讀本 沈惠如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285 國際海洋法 姜皇池著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2958292 國際海洋法 姜皇池著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2958308 保險法題型破解 海青, 溫拿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8315 憲法題型破解 姚明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958322 數位證據與程序法理: 比較法視野的觀察姜世明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339 實務必考熱區刑法分則 駱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346 1試就上: 律師、司法官第一試模擬試題大全. 2018學稔作者群編著 七版 平裝 1

9789862958353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齊軒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862958360 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彭韻婷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2958377 刑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 花滿堂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384 芝麻開門: 青少年文學的閱讀與創作張子樟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414 實務必考熱區刑法總則 駱克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421 關鍵選擇強制執行法 林旺, 羅迪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2958452 地政士制度功能及契約責任: 以不動產交易安全為中心黃信雄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476 聊齋誌異選讀. 二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06 華語教學新手指南. 二: 海外教學與生活適應宋如瑜, 陳曉楓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13 談愛好難?: 家事律師漫談18篇婚姻法律故事陳令宜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20 訴訟標的及重複起訴禁止理論之再省思: 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 第三卷姜世明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37 民法x民訴綜合題型破解 殷越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2958544 身分法關鍵選擇 克允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2958551 民法總則題型破解 綺夢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862958582 民事訴訟法關鍵選擇 力勵編著 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88998 SD鋼彈資料設定集 栗原昌宏作; 蔡世桓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05 考古好好玩 高蒙河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12 噴火龍武器店倉庫的武器目錄幻想武具研究會作; 楊詠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29 給新手的數位單眼曝光&白平衡Q&A150河野鉄平作; 黃筱涵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36 日本戰國武將完全圖解事典 株式会社レツカ社作; 黃琳雅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8143 完美POSE教科書 藪田織也, 清水麻里作; 楊家昌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200 Science: English for life 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84217 Science: English for life 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84224 Science: English for life 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3冊 1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溫莎公爵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38

送存冊數共計：39

楓樹林



9789869684231 Science: English for life 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84248 World geography: English for life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84255 World geography: English for life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684262 World geography: English for life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684279 World geography: English for life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684286 World geography: English for life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5冊 1

9789869684293 World geography: English for lifeby Windsor Education 平裝 第6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15889 說故事話春秋 王金利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6866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二0一八年. 夏之卷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述初版 精裝 1

9789869556880 靜思語(中英日韓典藏版)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28095 態度對了就對了: 開啟自我驅動力高明智作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55229 哪吒與太子爺信仰文化研究 吳建昇等撰稿; 謝國興主編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419 創業超新星: 看見14家未來獨角獸經濟日報記者群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02023 超級英雄啟示錄: 60個獲得超能力的秘訣愛德.史特勞斯(Ed Strauss)著; 鄭毓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030 天上垂下來的繩子 邱顯正著 平裝 1

9789864002047 在家自學的四個孩子 許惠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061 亞伯的小島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文.圖; 宋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078 啟示還原錄 楊東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085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 瑪雅.巴瑟樂, 安娜瑪莉.范登布林克作; 塔可.范德波爾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108 寵物爸爸 耶拉娜.愛倫(Elanna Allen)文圖; 邵正宏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10

瑞興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道聲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新營太子宮太子爺廟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經濟日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慈濟人文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期刊部



9789864002115 如何避開閨房風暴: 為親密加溫的50個秘方郭淵棐, 劉永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02139 以腓歌三書逐句解經 朱斯白著 平裝 1

9789864002177 黃帝內經與聖經 孫暎奎作; 徐國明翻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002191 同學請你聽我跟你說 張文亮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26553 「職」引迷津 李小珍等作; 陳玫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26560 塵螨丁丁搬家記 翁純瑩作; 許智偉繪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625816 英語靜思兒童劇本: 慈大附中國小部方美倫等編輯 平裝 1

9789867625816 英語靜思兒童劇本: 慈大附中國小部方美倫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973750 我要懂事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767 我要分享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774 我要助人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781 我要勇敢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798 我要為人著想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804 我要細心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811 我要謙虛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828 我愛乾淨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平裝 1

9789574973927 我要分享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34 我要助人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41 我要勇敢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58 我要為人著想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65 我要細心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72 我要謙虛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89 我愛乾淨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4973996 我要懂事 經緯文化文.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60120 字跡的弧度和曲折 李立柏著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詩藝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瑞蘭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慈濟大學附屬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匯豐文化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4492 TOPIK I 新韓檢初級閱讀必學16大題型崔峼熲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758 實用越語語法輕鬆學 阮氏青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789 輕鬆易/義飲葡萄酒 蕭欣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0796 信不信由你 一週學好現代希伯來語字母許史金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8003 大學生日本語初級 余秋菊等著 修訂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8010 布拉格歷險趣 林小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041 搭配詞的力量. 形容詞篇 王梓沅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8058 開口說!日本旅遊全指南 林潔珏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58065 こんにちは你好 陳淑娟著 初版 其他 第1冊 1

9789869658072 こんにちは你好: 教師手冊 陳淑娟著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658089 必考!新日檢N5文法.句型 本間岐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8096 温度感覚語彙の歴史的研究 蔡欣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9751 其實你並不懂得溝通: 從試探、說服到控制的10堂必勝說話課李飛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68 薑黃素功效大: 糖尿病腎臟疾病療效科學報告彭文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75 詩經精選200句(精簡版) 沈智, 張少華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59782 孫子兵法精選200句(精簡版) 沈智, 楊博鵬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06 癌症沒那麼可怕: 專家教你正確看待腫瘤問題呂桂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13 托特塔羅學習手冊 麥克.奧西里斯.史納芬(Michael Osiris Snuffin)作; 孫梅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20 斷食八講: 空腹調體質,排毒一身輕陶紅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37 高效組織管理的8堂必修課 孫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44 易經自學一本通 柯可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75 老年人慢性病防治與居家護理400問王曉娟, 戴秀英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7482 子曰: 孔子精選200句 沈智, 王德重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05 數獨玩家解題密技特輯 歐泊顆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5412 不只是咖啡: 星巴克的必勝經營哲學楊宗勇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54359 二空新村 禮讚 劉國珠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4091 結構學<> 林冠丞編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達觀

送存種數共計：13

送存冊數共計：13

臺一印刷影印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力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慢工文化



9789869509039 熱帶季風. Vol.2 61 Chi等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09046 哈囉哈囉馬尼拉 Jimmeh Aitch作 三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073 日本文學與台灣文學: 林水福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鄭印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080 詩境之神話: 詩人思想者史作檉傳黃信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097 Package tours in Taiwan: design, organization and guiding of package tours in Taiwan裴崇德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103 播種: 野聲文學獎作品集. 第一屆陳守璽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8843110 孟子道德發展思想與教育: 由心性而行為的自主模式張銀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843127 雷鳴遠神父國際研討會回顧與展望中文版論文集[雷鳴遠神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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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91617 經濟議題服務模式思維: 台灣金融社會工作實務運用邱淑芸, 張素菁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356126 得藝的一天: 臺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作品集. 2018第七屆王慧萍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012 弘文學報. 第三期 何宜臻等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6108 育仁校刊. 第三十六期 羅于晴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1187 佛說四十二章經表注講義 李炳南講述; 徐醒民敬記 平裝 2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大金融社工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大元國小美術班班親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大出版社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輔大法文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佛教蓮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青溪文藝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弘文高中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育仁國小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07948 臺中市青溪文藝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2018紀肇聲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8958 翰逸神飛: 當代書法名家暨臺中市書法學會會員聯展: 書法真性貴初心陳彥甫等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70225 痕刻聖境.工藝存神 張桓忠編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21825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9屆朱孝慈等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273841 麵包超人迷你故事書 柳瀨嵩作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6273858 麵包超人迷你角色圖鑑 細菌人與夥伴們柳瀨崧原作; TMS Entertainment作畫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471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在台金慶: 神學深耕五十年行腳詹嫦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0488 原牧: 輔神原住民神學牧靈年刊. 第10期詹嫦慧主編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509 銀髮の春天: 彰化縣松柏書畫學會會員作品專雧. 2018松柏書畫學會會員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3492 你視我的世界 孝貞誼等作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書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萬春宮管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彰縣松柏書畫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文山社大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臺灣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中市藝術家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滿天星傳播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8004 企業創新創業經營與管理 潘東豫, 吳永泰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88446 理路幻鑰.小理路. 7, 質返的建立永津強巴仁波切作; 洛桑蔣千, 滇津丹達編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9630 此生必讀的日本一代將才: 德川家康Dr.GU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47 日日食好粥 陳志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9661 此生必讀的日本一代將才: 織田信長Dr.GU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165656 律師秘書必勝工作指南: 當律師的全能幫手許慈倩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97138 華佗開講. VI, 台大內科名醫教健康張博淵, 王宗道, 郭炳宏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6826 百齡佳音續輯 田順根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94684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題庫: 歷史. 1周子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691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題庫: 地理. 1林逸元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707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題庫: 公民與社會. 1邱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694714 全國高中月考、期考搶分題庫: 基礎物理. (一)全林冠傑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83998 韓文手指書 H.Y.語文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樹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維他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臺北律師公會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國際工商研究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北市藏傳佛典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北擎天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漢宇國際文化



9789862284001 英單最精華 H.Y.語文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018 高注意！生活中常見有毒植物全圖鑑土橋豊作; 陳巧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032 日文手指書 漢宇國際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049 英文手指書 漢宇國際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056 日常心理圖解大百科 李東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063 完全命中!NEW TOEIC 990滿分關鍵新多益單字NEXUS TOEIC研究院作; 徐芝琪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070 圖解日語基本架構 NEXUS CONTENT開發團隊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087 彩色圖解和西班牙人聊天一定會用到的生活單字朴基鎬作; 廖悅秀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094 英語老師都在用英語5000句 金廷禧, 朴胤琇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100 英語老師都在用2700個生活單字金廷禧, 朴胤琇作; 崔馥筠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117 連老外都說讚,31主題900句讓你說一口漂亮的美語: 考試、工作、洽商、出差、旅遊、用餐、購物都可行MIS編輯部作; 張秦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124 自玩英國全攻略 <>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131 圖解日常經濟定律大百科 李漢煐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148 自玩東京大攻略: 嚴選11區CP值超高人氣路線,幫你省荷包、畫重點，一秒化身東京踩點王!雛雅達.聖首妲作; 許瑤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162 自玩韓國全攻略: 免門票x零元遊x新玩法,嚴選在地人也會去的140+優質免費景點旅遊玩家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179 彩圖易讀版台灣史年表 陳映勳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193 自玩日本大攻略: 花得省x玩得嗨x不撞點,在地人激推的150+無料景點私房放送!<>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84209 365天都用得到！情境記憶生活英語 : 4000個單字書圖像連結學習法MIS編輯部作; 張秦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2284216 新世紀偵探推理故事: 解碼福爾摩斯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漢宇智識小組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3779 畫漢字好好玩 張宏如, 郭風佑作 一版 平裝 第1冊 2

9789868673786 畫漢字好好玩 張宏如, 郭風佑作 一版 平裝 第2冊 2

9789868673793 畫漢字好好玩 張宏如, 郭風佑作 一版 平裝 第3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92436 星空不可思議 大藪健一文; 常永美彌圖; 蘇楓雅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3136 為自己發聲: 白宮女發言人的溝通術與職場經營術黛娜.佩里諾(Dana Perino)作; 廖建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174 門神寶貝 賴曉珍文; 鄭淑芬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3709 160翻翻樂: 有趣的加法和減法蘿西.霍爾, 蘿西.狄金絲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 安莉卡.魯西納圖; 小天下編輯部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027 你要前往的地方! 蘇斯(Seuss)作; 劉清彥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794102 128翻翻樂: 有趣的乘法表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文; 貝妮蒂塔.傑奧佛列(Benedetta Giaufret), 安莉卡.魯西納(Enrica Rusina)圖; 區國強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164 勇敢向世界發聲: 馬拉拉 林滿秋文; 陳佳蕙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485 狗英雄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492 大貓熊與瀕危物種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508 四隻腳,兩隻鞋 凱倫.威廉斯(Karen Lynn Williams), 卡卓拉.穆罕默德(Khadra Mohammed)文; 道格.查伊卡(Doug Chayka)圖; 陳雅茜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522 蛇與爬行類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539 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 有趣的昆蟲實驗奧本大三郎文; 山下浩平圖; 葉韋利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546 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 認識昆蟲的本能奧本大三郎文; 山下浩平圖; 葉韋利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546 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 認識昆蟲的本能奧本大三郎文; 山下浩平圖; 葉韋利譯第一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

送存冊數共計：20

漢字臉譜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6

遠見天下文化



9789864794553 企鵝與南極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560 大海怪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577 達文西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584 星空下的一家人: 建築師潘冀的築夢教養潘冀口述; 廖大魚撰文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591 北極熊與北極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07 海豚與鯊魚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14 太空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21 劍齒虎與冰河時期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38 古羅馬與龐貝城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45 古希臘與奧林匹克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52 鐵達尼號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69 龍捲風與颶風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676 地震與海嘯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娜塔莉.波.博以斯(Natalie Pope Boyc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劉藍玉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706 雨林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713 海盜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720 木乃伊與金字塔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737 騎士與城堡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744 恐龍 瑪麗.波.奧斯本(Mary Pope Osborne), 威爾.奧斯本(Will Osborne)文;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圖; 黃佩俐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4794768 我的第一本認識世界小百科 富蘭索瓦茲.德.吉伯特作; 傑拉汀.科斯諾等繪圖; 孫智綺翻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799 靜下來,才知道人生要什麼 洪蘭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29 貓咪雷弟學游泳 羅伯.史卡頓(Rob Scotton); 陳雅茜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843 我喜歡你!貓咪雷弟 羅伯.史卡頓(Rob Scotton)文.圖; 陳雅茜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850 吃藥前，你必須知道的事: 看懂高消費低知識的台灣食藥文化與真相王惠珀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67 小小創意大師: 公主童話動手做費歐娜.瓦特(Fiona Watt), 麗歐尼.普瑞特(Leonie Pratt)文.圖; 張毓如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874 槍聲下的飛毛鬼 傑森.雷諾茲(Jason Reynolds)著; 趙映雪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81 葛瑞的囧日記. 6, 老弟很有事 傑夫.肯尼(Jeff Kinney)著; 胡培菱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898 跟誰行銷都成交 唐納.米勒(Donald Miller)著; 李若鉑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904 爸爸，我跟你說...... 米蓋爾.坦可(Miguel Tanco)文.圖; 吳鳳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911 這些心理學實驗告訴你這樣做事最有效: 掌握人類行為法則,交涉、決策、銷售一出手就精準到位池田貴將著; 莊雅琇譯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928 開學了,學校也好緊張! 亞當.雷克斯(Adam Rex)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圖; 劉清彥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935 貓咪雷弟上學去 羅伯.史卡頓(Rob Scotton)文.圖; 陳雅茜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4942 二十年做好一件事: 生技阿媽再出發謝其濬採訪整理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959 小青蛙自然大發現 松岡達英文.圖; 張東君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4980 自然心祕境: 開啟感官金鑰的52條步道周倩漪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4997 讓孩子飛: 別讓僵化體制扼殺孩子的未來肯.羅賓森(Ken Robinson), 盧.亞若尼卡(Lou Aronica)著; 廖月娟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000 讓天賦自由 肯.羅賓森(Ken Robinson), 盧.亞若尼卡(Lou Aronica)著; 謝凱蒂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5017 觀念地球科學. 1, 地質.地景 吕特根(Frederick K. Lutgens), 塔布克(Edward J. Tarbuck)著; 塔沙(Dennis Tasa)繪圖; 王季蘭譯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795024 觀念地球科學. 2, 地殼.地震 吕特根(Frederick K. Lutgens), 塔布克(Edward J. Tarbuck)著; 塔沙(Dennis Tasa)繪圖; 蔡菁芳, 王季蘭譯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795031 觀念地球科學. 3, 海洋.大氣 吕特根(Frederick K. Lutgens), 塔布克(Edward J. Tarbuck)著; 塔沙(Dennis Tasa)繪圖; 黃靜雅, 蔡菁芳譯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795048 觀念地球科學. 4, 天氣.天文 吕特根(Frederick K. Lutgens), 塔布克(Edward J. Tarbuck)著; 塔沙(Dennis Tasa)繪圖; 范賢娟, 黃靜雅譯第二版 平裝 2

9789864795062 觀念物理. 1, 牛頓運動定律.動量休伊特(Paul G. Hewitt)著; 常雲惠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5062 觀念物理. 1, 牛頓運動定律.動量休伊特(Paul G. Hewitt)著; 常雲惠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5079 觀念物理. 2, 轉動力學.萬有引力休伊特(Paul G. Hewitt)著; 蔡坤憲譯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4795086 觀念物理. 3, 物質三態.熱學 休伊特(Paul G. Hewitt)著; 師明睿譯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4795093 觀念物理. 4, 聲學.光學 休伊特(Paul G. Hewitt)著; 陳可崗譯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4795109 觀念物理. 5, 電磁學.核物理 休伊特(Paul G. Hewitt)著; 陳可崗譯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4795116 觀念物理. 6, 習題解答 蔡坤憲著 第三版 平裝 2

9789864795130 月球不可思議 大藪健一文; 常永美彌圖; 郭玲莉譯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147 重新想像: 新銳建築師曾柏庭 李俊明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147 重新想像: 新銳建築師曾柏庭 李俊明作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154 科倫坡之狼: 西頓動物故事 威廉.葛里爾文.圖; 劉清彥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161 數位幸福學: 5大策略,同時擁有效率和福祉的快意人生艾美.布蘭克森(Amy Blankson)著; 吳書榆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178 下雨了! 湯姆牛文.圖 第二版 精裝 1

9789864795185 誰發現了我的紙條? 莉茲.博伊德(Lizi Boyd)文.圖; 黃筱茵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192 21世紀的21堂課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4795222 我們比黑猩猩還聰明?: 從心理測驗破解迷思,認識演化,向動物學智慧安柏瑞吉(Ben Ambridge)著; 周沛郁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239 生命不斷對你訴說的是......: 歐普拉覺醒的勇氣歐普拉.溫弗蕾(Oprah Winfrey)著; 方淑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95246 AI新世界: 中國、矽谷和AI七巨人如何引領全球發展李開復(Kai-Fu Lee)著 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253 超圖解創意寫作: 讓孩子輕鬆寫出好故事凱蒂.戴恩斯, 梅根.卡勒司文; 布萊恩尼.梅.史密斯等圖; 鄒嘉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864795307 第五項修練: 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作; 郭進隆, 齊若蘭譯第三版 平裝 1

9789864795338 星雲大師的傳承: 人間佛教的集體創作星雲大師等著; 項秋萍主編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821 哈佛教你精修管理力: 17個讓領導人從A到A+的必備技能<>英文版編輯室著; 蘇偉信, 侯秀琴, 劉純佑譯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2211 全員玉碎! 水木茂作; 凌永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321 京都職人誌 米原有二著; 堀道廣繪; 林詠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338 文青的第一堂日本文學課 久世番子作; 歐兆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345 美與暴烈: 三島由紀夫的生和死亨利.史考特.斯托克(Henry Scott-Stokes)著; 于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352 自然圖鑑: 勇闖大自然的600種動植物觀察術里內藍文; 張傑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369 冒險圖鑑: 勇闖野外的999招求生技能里內藍文; 張傑雄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390 一看就懂台灣博覽(新裝珍藏版)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420 紙上明治村2丁目: 重返臺灣經典建築凌宗魁作; 鄭培哲繪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437 左營二戰祕史: 震洋特攻隊駐臺始末郭吉清, 廖德宗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444 喝出健康與美麗!玻璃罐排毒水食譜: 醫學博士教你如何用喝的就能消除疲勞、排毒瘦身&美容抗氧田內Shoko著; 日比野佐和子監修; 陳亦苓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451 沒有景點的四大洲晃蕩 朱利昂.布隆-葛哈(Julien Blanc-Gras)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468 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 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30482 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 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30475 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 胡煒權著 初版 平裝 中冊 1

9789578630505 美與暴烈: 三島由紀夫的生和死亨利.史考特.斯托克(Henry Scott-Stokes)著; 于是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8630512 彩色全圖解!鐵道迷的第一本書鄧志忠作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536 日本皇室大解密: 從59個關鍵字認識時事中的皇室角色澤田浩監修; 黃琳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543 日本縣民性學問大: 文化人類學家的47都道府縣性格大調查祖父江孝男著; 陳奕苓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2

送存冊數共計：84

<>全球繁體中文版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遠足文化



9789578630550 圖解日本人論 蔡亦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574 現代日本的形成: 空間與時間穿越的旅程故事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581 舊港新灣: 打狗港濱戲獅甲 王御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598 奶爸助攻隊 朱利昂.布隆-葛哈(Julien Blanc-Gras)作; 黃意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604 廣重TOKYO名所江戶百景: 與浮世繪大師一同尋訪今日東京的昔日名勝小池滿紀子, 池田芙美著; 黃友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611 料理圖鑑: 前進廚房的1500個祕訣越智登代子作; 平野惠理子繪; 楊曉婷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628 飼育栽培圖鑑: 成為好主人的1000個技能有澤重雄作; 月本佳代美繪; 申文淑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8630635 餐桌上的世界史(全新插畫版)宮崎正勝著; 陳柏瑤譯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30659 逃離東京審判: 甲級戰犯大川周明的瘋狂人生艾瑞克.賈菲著; 梁東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30666 神國日本荒謬的決戰生活: 一切都是為了勝利!文宣與雜誌如何為戰爭服務?大東亞戰爭下日本的真實生活早川忠典作; 鳳氣至純平, 許倍榕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73956 行攝: 鍾國華攝影精選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9789865673949 生活瞬間 鍾國華攝影作品 鍾國華作 第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30764 八字集議. 辛 呂家恂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30771 職場工作誌. 動物溝通師篇 職人編輯小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867514 烏龜的快樂飼養法 富沢直人著; 霍野晋吉監修; 彭春美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521 小男生的153種摺紙遊戲 新宮文明著; 王曉維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538 親子間的153種摺紙遊戲 新宮文明著; 賴純如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6867552 新手養貓必備書 Pet Clinic Anihos監修; 彭春美譯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926451 小熊憂憂 夏洛特.迪瑪頓斯(Charlotte Dematons)文.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475 埃及古文明: 揭開法老王稀世珍寶喬治.安格尼斯, 毛里奇奧.雷作; 李倩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499 永恆.璀璨 羅浮宮 吉妮薇.布雷斯克博捷(Geneviève Bresc-Bautier)作; 李悅等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05 驚奇立體酷百科: 勇闖恐龍王國Benoît Delalandre作; André Boos繪圖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12 環遊世界城市之旅 Miralda Colombo文; Ilaria Faccioli圖; 倪安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29 Do you like fruit? Ilyoon Ryu原著; Sangmee Le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36 Little santa Ilyoon Ryu原著; Mihye Jung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43 My little brother Ilyoon Ryu原著; Yoonmi Kang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50 Pee pee poo poo Ilyoon Ryu原著; Hyunyoung Ch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67 Guess who? Ilyoon Ryu原著; Mijung Kim繪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漢欣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閣林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26

送存冊數共計：28

網迅雲端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旗林文化



9789862926574 Good morning Ilyoon Ryu原著; Sangmee Le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81 Can you play the piano? Ilyoon Ryu原著; Dahye Choi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598 Rainbow fairy Ilyoon Ryu原著; Ari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04 My dream Ilyoon Ryu原著; Sookhee Kim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11 Let's play house Ilyoon Ryu原著; Hyunyoung Ch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28 Happy snowman Ilyoon Ryu原著; Jiyoung Park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35 Let's play doctor Ilyoon Ryu原著; Hyunyoung Ch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42 Broken moon and little fox Butter English原著; Jinhwa Mu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59 Squirrel's red apple Butter English原著; Sunhee Lee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66 Kami and rira Butter English原著; Kka Bird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73 Little sheep isn't sleepy Butter English原著; Eunjung Ko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80 Little pig's room Butter English原著; Eunsil Cha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697 It's yummy! Butter English原著; Sujin Lym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03 Busy germs Butter English原著; Gudol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10 The rolling hedgehog Butter English原著; Sam Yoo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27 The birthday gift Butter English原著; Miyeo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34 Little tarzan say,"hi" Butter English原著; Hyunju Lee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41 Me too! Butter English原著; Jina Park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58 The polite fox Butter English原著; Eunjoo So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65 Bath time Butter English原著; Hongyeol Kim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72 Love princess Butter English原著; Sunkyung Lym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89 What do you see, frog? Butter English原著; Kka Bird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796 A monster under my bed Eunjung Kim原著; Hwayeon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02 No more nose picking Eunjung Kim原著; Aejin Kim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19 Amy,you need a haircut Eunjung Kim原著; Nari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26 I can brush my teeth Eunjung Kim原著; Eunmee Jung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33 Mom,I will be nice Eunjung Kim原著; Jiyeon Lee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40 I want to have toys Eunjung Kim原著; Jungwon Joo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57 Sharing is fun Eun Jeong Kim-Zoller, Robert L. Zoller原著; Gwanghoon Choi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64 I can do it Eun Jeong Kim-Zoller, Robert L. Zoller原著; Jaehoe Jung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871 I want a straw Eun Jeong Kim-Zoller, Robert L. Zoller原著; Miyeon繪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6925 Frog Sports Day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32 Which One Is Different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49 Marvelous Trip Of Circu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56 Magic mirror, magic land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63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70 Big wind blow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87 Follow The Sign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6994 Big or small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07 What time is it?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14 Naughty Animals Familie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21 Shape Kaleidoscope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38 Happy Sum Game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45 Compare Thing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52 Varied Beetle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69 Geometric Pumping Station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76 Daily Puzzle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83 Interesting addition Game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090 Something Wrong?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06 Explore creativity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13 Magic animals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20 A new world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37 I like counting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44 Where Are You Going?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51 What Is The Next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1

9789862927168 Logic Fun Greenland Editorial Group[作] 1st ed. 平裝 全套 1

9789862927175 環遊世界動物之旅 寶拉.格瑪迪(Paola Grimaldi)文; 菲比.希拉里(Febe Sillani)圖; 倪安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182 媽咪抱抱 露易絲.庫特哈德(Louise Coulthard)文; P.S..布魯克斯(P.S. Brooks)圖; Ting Lee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199 爸比抱抱 露易絲.庫特哈德(Louise Coulthard)文; P.S..布魯克斯(P.S. Brooks)圖; Ting Lee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05 與成功有約 西恩.柯維(Sean Covey)文; 史黛西.克提斯(Stacy Curtis)圖; 呂衍慶翻譯再版 精裝 1

9789862927212 我的寵物 瑪莉詠.畢耶(Marion Billet)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36 動物園 瑪莉詠.畢耶(Marion Billet)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43 雪地探險 瑪莉詠.畢耶(Marion Billet)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50 彩色世界 瑪莉詠.畢耶(Marion Billet)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67 一起玩 瑪莉詠.畢耶(Marion Billet)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274 遊戲花園 瑪莉詠.畢耶(Marion Billet)文.圖; 閣林編譯小組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281 環遊世界運動之旅 費德里柯.馬里亞尼(Federico Mariani)文.圖; 李亮緯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304 被欺負的小獅子 賀德佳.穆勒(Hildegard Müller)文.圖; 劉岦崱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328 火星小子的任務 黃曦文; 高智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335 護身符大戰十字架 姜蜜文; 高智能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342 魔鬼七點會來 武小維文; 吳羚溦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359 都是恐龍惹的禍 朴晉永文; 金明鎬圖; 謝秀梅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366 恐龍復活了 朴晉永文; 金明鎬圖; 謝秀梅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373 亂世狼煙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380 呂布戲貂蟬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397 諸侯相殘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03 江東小霸王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10 千里走單騎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27 鏖戰官渡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34 龍伏荊襄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41 三顧茅廬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58 大戰長坂坡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65 火燒赤壁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72 虎困華容道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89 三氣周瑜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496 西涼爭雄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02 單刀會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19 煮酒論英雄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26 雙雄爭霸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33 英雄末路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40 帝星殞落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57 北伐中原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64 天下歸一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571 三國演義 羅貫中原著; 陳維東編創; 梁小龍漫畫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927588 毛毛怪追來了 露西兒.杜比西(Lucille Dubisy)文; 艾瑪.迪烏特(Emma de Woot)圖; 李亭儀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01 艾蒙的金頭腦 吳伯玲作;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18 幫地球深呼吸 曾美惠作;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25 獅大王治水 謝明芳作; 莊小爾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32 尋找神仙泉 吳曉雯作;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49 森林的守護者 謝珮瑤作;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56 創意建築師盧比 鄭明均作;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63 神奇的魔法配方 王元容作; 簡漢平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70 成功的祕密文 陳冠潔作; 吳楚璿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87 白黑王子大不同 吳曉雯作; 簡漢平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694 不聽話的國王 謝明芳作; 簡漢平繪 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700 未來領袖10C菁英計畫 謝珮瑤等作; 吳楚璿等繪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862927755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寫真誌 三立電視製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927762 五彩繽紛城市夜 培卓.巴堤寇瓦(Petra Bartikova)作; 蘇珊娜.庫科娃(Zuzana Kurucova)繪; 卜彥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779 閃閃點亮大自然 培卓.巴堤寇瓦(Petra Bartikova)作; 蘇珊娜.庫科娃(Zuzana Kurucova)繪; 卜彥文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2927786 GO!尋寶探險去 馬爾.皮特(Mal Peet), 伊爾斯佩.格雷厄姆(Elspeth Graham)作; 傑茲.圖亞(Jez Tuya)繪; 卜彥文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2406 別在風暴中坐以待斃 江明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25051 無差別日常 趙啟運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09928 台南市向陽藝術學會創會十週年: 文風藝趣會員聯展專輯. 2018蘇寶珠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4890 21世紀日本企業が生き残るため必用な事鄭芳珠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20

送存冊數共計：120

銀河舍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人劇團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南市向陽藝術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豪風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281986 晚安,睡覺囉 蕾絲莉.派翠賽里(Leslie Patricelli)著;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013 不行喔、可以喔 蕾絲莉.派翠賽里(Leslie Patricelli)作;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242 只要會拿筆就能學會畫畫 傑克.史派瑟(Jake Spicer)著; 吳琪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488 這樣下指令，工作急‧展‧開！神戶美德(Minori Kanbe)作; 李璦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532 教育的文化: 從文化心理學的觀點談教育的本質布魯納(Jerome Bruner)著; 宋文里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2679 只有大海知道: 蘭嶼觸動我的人、事、物崔永徽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709 項羽對劉邦: 楚漢雙雄爭霸史 司馬遼太郎作; 鍾憲譯 三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3282716 項羽對劉邦: 楚漢雙雄爭霸史 司馬遼太郎作; 鍾憲譯 三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3282815 中村開己的企鵝炸彈和紙機關中村開己作; 宋碧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15 中村開己的企鵝炸彈和紙機關中村開己作; 宋碧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22 檸檬圖書館 喬.柯特李爾(Jo Cotterill)著; 楊佳蓉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39 從早上開始玩京都: 與在地人一起閒逛,12條私房行程收藏早鳥才有的特別樂趣小鳥會著; 郭清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46 花。現: 法國花藝大師教你將季節感帶入生活，創造最美的日常克勞德.科塞克(Claude Cossec)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53 萬人迷的圈粉聖經: 讓每個人都忍不住對妳偏心萬人迷髮型師大悟著; 莊雅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60 大話山海經: 靈魂收集者 郭箏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77 不只令人心動、更讓人行動的語言力梅田悟司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84 短時間「完全專注」 佐佐木正悟作; 鄭舜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891 鷹爸的快樂教養法 徐柏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907 院長的處方箋: 小黑大叔碎碎唸周明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914 決勝從轉念開始 瑞克.彼得森(Rick Peterson), 賈德.霍克斯卓(Judd Hoekstra)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921 你與夢想之間,只差一個公式的距離弘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938 屁屁偵探讀本: 偵探對上怪盜 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2952 看準位置，只賺不賠 郭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2969 因緣際會擺渡人: 吳靜吉的生命故事吳靜吉口述; 何定照撰文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976 逮到底部,大膽進場: 學會用11個訊號賺股市的大錢郭泰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2983 王的女人: 邂逅政治的紅顏 張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2990 最後一個甜甜圈不要拿: 你不能不知道的職場禮儀茱蒂斯.博曼(Judith Bowman)著; 齊若蘭譯三版 平裝 1

9789573283003 WTF?!一趟不可思議的經濟學之旅彼得.里森(Peter T. Leeson)著; 謝慈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034 先坐下來再說: 教你取回主導權的減壓生活指南卡爾.維農(Carl Vernon)著; 王淑玫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041 風土餐桌小旅行: 12個小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洪震宇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3283058 有些情傷過不了，是因為你還不夠懂自己柚子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065 30年專家也想避開的5種高衝突人格比爾.艾迪(Bill Eddy)著; 殷麗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072 練習愛藝術 布莉姬.珮恩(Bridget Watson Payne)作; 吳家恆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089 跟著時雨學日語: 輕鬆掌握初階常用文法 培養語感 突破自學瓶緊 課外補充都適用！時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096 真心接納自己，培養健全的自尊心馬修.麥凱(Matthew McKay), 派崔克.范寧(Patrick Fanning)作; 洪夏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02 阿斯嘉末日: 幽冥之船 雷克.萊爾頓(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19 MIT最精實思考創做力: 麻省理工教我定義問題、實做解決、成就創客宮書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26 高手思維 萬維鋼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33 窮查理的智慧語錄 大衛.克拉克(David Clark)作; 謝樹寬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3140 優雅老化的大腦守則 麥迪納(John Medina)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57 莊子七講: 活出生命本身的大用王邦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64 不良嗜好: 收藏台灣藝術40年 蕭麗虹著 初版 平裝 2

遠流



9789573283164 不良嗜好: 收藏台灣藝術40年 蕭麗虹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71 大地藝術祭越後妻有三年展: 里山藝術巡禮北川富朗, 大地藝術祭執行委員會作; 張玲玲, 謝晴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188 一起去動物園 林柏廷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3218 LaQ創意積木遊戲書. 4, 超級恐龍秀日本小學館編撰; 林姿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225 LaQ創意積木遊戲書. 5, 酷炫交通組日本小學館編撰; 林姿萱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232 沒有一種幸福,是「說好的」: 德國管理大師教你跳脫受害者模式,破解人性窠臼,自我覺察的快樂指南。柏里斯.葛倫德(Boris Grundl)著; 張綱麟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249 搭飛機旅行,你不知道的秘密 柿子著; 陳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3249 搭飛機旅行,你不知道的秘密 柿子著; 陳安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3256 你今天廢話了嗎?: 看懂時機講對話,沒有口才也可以是人才苦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270 就是今天: 對自己仁慈一些,對別人同理一些,5分鐘讓愛成為你芮秋.史岱佛(Rachel Macy Stafford)著; 劉嘉路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287 關鍵行銷: 消費心理大師10大黃金行銷課亞當.費里爾(Adam Ferrier), 珍妮佛.佛萊明(Jennifer Fleming)著; 王直上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294 三人要守密,兩人得死去 莎拉.平柏羅(Sarah Pinborough)作; 彭湘閔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00 一種尺寸不能適合所有人 凱瑟琳.安東尼(Kathryn H. Anthony)著; 方祖芳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17 老師傅的排版桌: 臺灣活字排版實作工具與圖解紀錄高鵬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3324 屁屁偵探讀本: 來自遺址的求救信Troll文.圖; 張東君譯 初版 精裝 1

9789573283331 熱戀林百貨，熱戀臺南 王美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48 快樂就是......500個值得珍惜的當下日常麗莎.史瓦琳(Lisa Swerling), 拉夫.羅拉薩(Ralph Lazar)著; 吳齊民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79 在行李提領處等候的女孩: 東西文化差異新論任璧蓮(Gish Jen)著; 黃中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86 台灣的明天: 基礎產業與服務業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86 台灣的明天: 基礎產業與服務業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93 台灣的明天: 公共建設與國土規劃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393 台灣的明天: 公共建設與國土規劃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409 台灣的明天: 醫療、健康與社會變遷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409 台灣的明天: 醫療、健康與社會變遷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416 台灣的明天: 兩岸關係與邁向先進文明社會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573283416 台灣的明天: 兩岸關係與邁向先進文明社會的思考彭宗平, 李知昂, IC之音聯合編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35617 台南市盆栽展. 2016 林全吉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7413 金融法: 案例式 陳國義著 第五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92838 輔英科技大學中文教學實務暨學術論文集. 2018林艷枝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翠柏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輔英科大共同教育中心

送存種數共計：60

送存冊數共計：69

南市盆栽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睿思勤創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45924 流浪者之歌. 三部曲: 旁觀者 駱圓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15291 流行服飾暨刺繡工藝設計研討會. 2018林玉泉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0666 清晨嗎哪90天. 12, 耶利米書. 上王天佑著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366789 和輸家對作你就贏了: 操作贏家不會犯的6大迷思loco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6366796 活用技術分析逮到萬點行情 賴宣名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3303 逆風翱翔 王復蘇編著 平裝 1

9789869503334 佛學智慧 王復蘇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59978 「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16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0096 看植物在說話: 居家好運芳療 曾鈺善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35711 問答有機顏料 周春隆, 穆振義, 邱茂林編著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255018 餐桌上的美食百科 姜智榮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領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管理資訊計算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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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聚財資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南應用科大服設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湘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商資源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基管理顧問



9789862255025 自己選!痛風食療餐自由配 姜秋月, 謝梨君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063 好好告別！身後事最後一堂課獺祭魚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087 世界間諜祕史 祝江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094 食物醣量速查事典 樂媽咪名廚團隊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100 圖解版: 高倍速、高成效、高成就金字塔手帳分析術CD工作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117 圖解花草急救SOS 依薩拉.彭絲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124 最簡單的教養法 Tam, Koi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155 做就有效最強眼球瑜珈操 Urapa Watanachote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162 台灣神魔鬼怪傳說 胡說齋主人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255179 挺、伸、展！最強腰椎舒活枕陳勁草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396250 飄零: 子于短篇小說選 子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267 五月花夫人: 孟絲短篇小說集 孟絲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274 帶走一個時代的人: 從李敖到周夢蝶隱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281 青田街七巷六號 亮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6396298 昨日繾綣: 林衡茂短篇小說選集林衡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3910572 迷藏詩 楊敏夷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89 兩制休矣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596 炮艦貿易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02 高端消費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19 陰霾密布 林行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26 我詩我島:附耳，牛角灣, 劉枝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33 木藝之都: 大溪的木藝家族 古蒙仁文字.攝影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57 日本尋夢記: 日本文化遺產巡禮紀行許極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64 隱藏人格們的旅行清單 連美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3910671 誰打翻燈塔任思念東湧 小實文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84339 新墨舞客: 曾興德書法展 曾興德執行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0156 蕭進興彩瓷 蕭進興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080163 張進勇彩瓷選集 張進勇作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遠景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0

遠景印刷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11

送存冊數共計：11

爾雅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華陶瓷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67486 華語文教學暨創系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年江惜美主編 其他 1

9789869544764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年巫宜靜主編 其他 2

9789869544795 OSET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論文集. 2018OSET 2018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總編輯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4788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王鼎棫等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5309 白川町姥姥家鄉味的傳承記憶美食誌柯郁詩, 陳敏蓉, 田永彬編撰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623 今日遇見聖瑪竇: 瑪竇福音詮釋丹尼爾.海靈敦(Daniel J. Harrington)著; 陳靜怡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630 讀經隨筆 宋稚青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67889 警賊: 光與闇. 1 阮光民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026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第五輯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460 森林王子: 毛哥力的叢林故事集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著; 鄭碧如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583 這個字,原來有這樣的身世!. 第二輯許暉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0637 警賊: 光與闇. 2 阮光民 初版 其他 1

9789864892150 善用悲觀的力量: 培養逆境抵抗力,放大簡單的快樂,打破不滿足的慣性威廉.歐文(William B. Irvine)著; 小西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242 新零售藝術: 全球60家最美獨立店,教你最佳策展、行銷、陳列、服務的操作祕訣露西.強森(Lucy Johnson)著; 鄭百雅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2341 少年來了 韓江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389 把時間當作朋友: 沒有人能管理時間,你真正能管理的只有你自己李笑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864892396 京劇: 原來如此美麗 梅若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402 金繕,做自己的人生修繕師: 修補生命的裂痕,我們因傷痕變得更強大而美麗托馬斯.拿瓦羅(Tomás Navarro)著; 葉淑吟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419 圖解人類大歷史 Info Visual研究所著; 周芷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426 血腥謀殺: 朱利安.西蒙斯寫給新手與鐵粉的推理文學聖經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作; 劉韋廷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433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著; 吳碩禹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2518 用故事教孩子邏輯思考力: 哲學教授親自編寫故事讀本＋29堂邏輯思考課冀劍制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525 異見者: 致憤怒的青年世代 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著; 陳義仁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532 漂鳥集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 余淑慧, 余淑娟譯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聞道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漫遊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5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嘉市白川町社區發展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銘傳大學



9789864892570 伊凡.伊里奇之死: 死亡文學巔峰神作,寫給每一個人的生命之書列夫.托爾斯泰著; 魏岑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587 亂入時空旅行團: 帶你完美路過兩千年來20個歷史現場詹姆斯.威利(James Wyllie), 強尼.艾克頓(Johnny Acton), 大衛.戈布雷(David Goldblatt)著; 張綺容, 陳湘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617 冷思考: 社群時代狂潮下,我們如何在衝突中活出自己,與他者共存亞倫.傑考布斯(Alan Jacobs)著; 吳妍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631 科學化跑步功率訓練: 徹底了解功率計關鍵數據,規劃最佳訓練及恢復期,突破自我極限吉姆.萬斯(Jim Vance)著; 張芷盈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655 82年生的金智英 趙南柱作; 尹嘉玄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662 人間失格 太宰治著; 劉子倩譯 初版 精裝 1

9789864892679 出家 張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892693 松田行正的設計探偵 松田行正著; 黃友玫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24230 慧光集. 17-18, 格言寶藏論釋 薩迦班智達造頌;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釋再版 平裝 上冊 2

9789869524247 慧光集. 17-18, 格言寶藏論釋 薩迦班智達造頌;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譯釋再版 平裝 下冊 2

9789869524254 慧光集. 73, <>講記 世親論師造頌; 堪欽索達吉譯釋初版 平裝 中冊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65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士論文組精華集. 106學年度蘇筱雯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4372 有覺｜有觀: 建築六感105106107創作教學單元筆記收錄包涵宥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0548 實踐設計學報Praxes. 第十一期丑宛茹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7900 7000單字口袋書 HBD英語研習團隊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124511 Line@行銷集客超級寶典 王家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051 GIT活用大事典 岡本隆史, 武田健太郎, 相良幸範著; 陳子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105 最新Java程式語言 : 第五版 施威銘研究室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136 Illustrator超級參考手冊 井村克也著; 吳嘉芳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3125150 大數據時代一定要會的SQL商業資料分析術加嵜長門, 田宮直人作; 朱浚賢譯初版 其他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語樂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旗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25

送存冊數共計：25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6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9789863125167 Web設計職人必修UX Design初學者學習手冊玉飼真一等作; 吳嘉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35 超圖解Python物聯網實作入門: 使用ESP8266 MicroPython趙英傑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266 KRAV MAGA以色列格鬥技實戰教本Gershon Ben Keren作; 林晉利, 萬明岳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310 屋宅修繕實戰 萬德福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125365 實用C語言程式設計入門 施威銘研究室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9626 編織家 石倩(Qian Shi)文.圖; 何萬順譯 其他 1

9789869509633 馬爾望,繼續向前 派翠西亞.阿里亞斯(Patricia de Arias)文; 勞拉.博拉斯(Laura Borras)圖; 鍾莉方中譯;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英譯其他 1

9789869509640 金葉子 克斯坦.霍爾(Kirsten Hall)文; 馬修.佛賽(Matthew Forsythe)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9789869509657 我為你而生 大衛.盧卡斯(David Lucas)文.圖; 柯乃瑜譯 其他 1

9789869509664 小花兒 安娜.沃克(Anna Walker)文.圖; 柯乃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9671 科學家夏洛特: 好擠啊! 卡蜜兒.安德羅斯(Camille Andros)文; 布莉安.法利(Brianne Farley)圖; 柯乃瑜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9509688 好多話要對你說··· 瑪汀.范.紐瓦豪瑟(Martine van Nieuwenhuyzen)作; 柯乃瑜譯其他 1

9789869509695 做朋友 賽琳娜.尹(Salina Yoon)文.圖; 柯乃瑜譯 其他 1

9789869621335 如果我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妮娜.雷登(Nina Laden)文; 梅莉莎.卡斯崔隆(Melissa Castrillon)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9789869621304 麻雀的一天 安.艾珀(Anne Herbauts)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1311 一瓶子快樂 皮帕.古德哈(Pippa Goodhart)文; 伊山.阿布杜拉伊(Ehsan Abdollahi)圖; 蕭寶森譯其他 1

9789869621328 藍鎮黃鎮 勒傑赫卡.雷布洛維奇(Ljerka Rebrovic)文; 伊凡娜.琵帕(Ivana Pipal)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英譯其他 1

9789869621342 光禿禿的樹 塔瑪拉.伯斯(Tamara Bos)文; 芭芭拉.德.沃爾夫(Barbara de Wolf)圖; 何萬順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1359 最後一封信 安東尼斯.帕帕希歐多羅(Antonis Papatheodoulou)文; 伊黎絲.薩瑪提斯(Iris Samartzi)圖; 黃翠玲中譯;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英譯其他 1

9789869621366 沼澤的呼喚 大衛.卡利(Davide Calì)文; 馬可.索瑪(Marco Somà)圖; 倪安宇中譯; 魏柯林(Colin Whiteley)英譯其他 1

9789869621373 我想去更遠的地方 安妮.普羅沃斯特(Anne Provoost)作; 安.坎戴勒(An Candaele)繪; 柯乃瑜譯其他 1

9789869621380 最好的禮物... 伊娃.蒙塔納利(Eva Montanari)文.圖; 楊馥如中譯; 魏柯林(Colin Whiteley)英譯其他 1

9789869621397 誰在那兒? 艾密利歐.烏貝魯阿格(Emilio Urberuaga)文.圖; 鍾莉方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09 豎琴 雷米.古瓊(Rémi Courgeon)文.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16 冬季 菲利浦.德.肯米特(Philippe de Kemmeter)文.圖; 范堯寬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其他 1

9789869628723 謊話 凱特琳.格里夫(Catherine Grive)文; 菲德莉.貝特朗(Frédérique Bertrand)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30 換我去前面 娜汀.布罕-柯司莫(Nadine Brun-Cosme)文;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47 非洲有熊嗎? 市川里美(Satomi Ichikawa)作.繪;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54 星星熄滅的那晚 蘇茲.休斯(Suz Hughes)文.圖; 柯乃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61 亨利與雪怪 羅素.艾托(Russell Ayto)文.圖; 柯乃瑜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78 你喜歡自己哪一點? 凱倫.萊休特(Karen Lechelt)文.圖; 柯乃瑜譯其他 1

9789869628785 我是生命 伊莉莎白.海蘭.拉森(Elisabeth Helland Larsen); 馬林.史奈德(Marine Schneider)圖; 陳文芬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28792 泰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法蘭西斯卡.柴伊波特(Franziska Seyboldt)文; 安切.德瑞沙(Antje Drescher)圖; 林硯芬中譯;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初版 其他 1

9789869632904 號角的祕密 亞倫.謝爾(Alain Serres)文; 侯贊.玻度安(Rozenn Bothuon)圖; 張雅婷中譯; 史培德(Pierre-Alexandre Sicart)英譯初版 其他 1

9789869632911 我陪凡妮莎一起走 可亥斯科耶特(Kerascoët)文.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2928 繪本遇見蘇格拉底 王榮麟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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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存冊數共計：10

暢談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1

送存冊數共計：31

實踐應中創意不



9789869589307 天橋 汪怡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314 細微停格 張書銘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321 噓!-以油墨代替沉默 許姿羚圖.文 一版 精裝 1

9789869589338 爺爺,你在哪? 蘇泓瑋圖.文 一版 平裝 1

9789869589345 黃湯 賴聲漢作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843091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864845323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864848164 氣沖星河 修仙小菜鳥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8447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864848850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9307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86484928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49604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864849475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864849772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86484986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864849987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7冊 1

978957563164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8冊 1

978986959101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563129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563168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86959108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563131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5630317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563136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86959102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563130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563169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563135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563170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864849628 如意緣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849635 如意緣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849642 如意緣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9659 如意緣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9666 如意緣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9673 如意緣 七和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9741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1741 文明種植者 何木青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9591003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563126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說頻文化



978957563165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864849765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5631277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563166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864849819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563143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563220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563032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563033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5632250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5631376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1710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2274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1383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31727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5632199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0355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1765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229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2304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1413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1772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2212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0362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1420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1444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2311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864849925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4849932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849949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849956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864849963 帝姬歸來 酒釀團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86484999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869591072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86959106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563132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563133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563134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86959105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1390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869591041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1734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2281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1215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1222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1239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1246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125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5631284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5631673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5632434 星域龍皇 獨孤一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563140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1468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1475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1482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1499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1505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1512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1529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1536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226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1598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1604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1611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1628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2519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3219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1635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5631758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2687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1796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1802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1819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1826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1833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1840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1857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1864 宰輔大人拐妻計 海的挽留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2175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5632533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5633141 逆鱗 柳下揮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563218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09冊 1

9789575632472 修真四萬年 臥牛真人作 初版 平裝 第110冊 1

978957563222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563241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563263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5633103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5633493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5632236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5633110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563224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563269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5633158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5633530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5632267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5632656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633172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563347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5632328 農門嬌娘 幾點濃墨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2335 農門嬌娘 幾點濃墨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2342 農門嬌娘 幾點濃墨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2359 農門嬌娘 幾點濃墨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2366 農門嬌娘 幾點濃墨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2373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2380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2397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2403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2427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563266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5633462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6冊 1

978957563366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7冊 1

9789575632441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563365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563245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32595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3837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33844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33851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563386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2465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2717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3394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3400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33417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3424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32489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2557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2564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5633769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563249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563260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5633080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563350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5632502 半仙闖江湖 客居仙鄉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57563252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5633073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563364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5632540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2571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2588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33783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261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563316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563345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563408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5634094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5632625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563352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5634056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5632649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5633516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563371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563372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5633738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5632670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3486 全能主宰 衛小天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2700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563318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5633752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563420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63272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5633127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5633134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5633691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5634223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563273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57563382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57563401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7冊 1

978957563274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3196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344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34131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4148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32762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2779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2786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2793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4117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2809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2816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2823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2830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2847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2854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2861 后福齊天 無牙子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3202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3806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4278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3233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5634025 極品玄醫 鐵沙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5633240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3257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3264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3271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332 小丫頭的榮華路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3349 小丫頭的榮華路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3356 小丫頭的榮華路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3363 小丫頭的榮華路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370 小丫頭的榮華路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3387 小丫頭的榮華路 梁杉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343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377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418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4452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3547 甜寵皇后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3554 甜寵皇后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3561 甜寵皇后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3578 甜寵皇后 金大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585 嬌冠京華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3592 嬌冠京華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3608 嬌冠京華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3615 嬌冠京華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622 嬌冠京華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3639 嬌冠京華 粟米殼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367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5634070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5634308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563437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5634612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563368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6冊 1



9789575634285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7冊 1

978957563438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8冊 1

9789575633707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563421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5634391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5634629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5633745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5634193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5634414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563442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5633790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3813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4162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162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179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4506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3875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3882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3899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3905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912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3929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3936 皇后要逆襲 白衣素雪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3943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3950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3967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3974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3981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3998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4001 女以嬌為貴 秦子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032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563404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563455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563467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5634063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8冊 1

978957563431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69冊 1

978957563436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0冊 1

9789575634605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1冊 1

978957563468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2冊 1

9789575634100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5634445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634636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5634155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34230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34544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5634742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4247 少年藥帝 蕭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5634254 晶武時代 closeads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5634261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8冊 1

9789575634599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89冊 1

9789575634292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4520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759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4346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5634650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5634353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5634902 鬥神傳承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5634407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5634438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5634711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5634469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34476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5635015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5022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4483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4490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4513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563470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5634940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5634537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4643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5053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56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5634926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5634575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5039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4582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34698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5634919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5635237 無上進化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563472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4988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5503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563473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34995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5411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34766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5060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5350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773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4780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4797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4803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4810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4827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4834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4841 卿卿吾郎 子醉今迷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4858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4865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4872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4889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5664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6081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489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563520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57563558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0冊 1

978957563493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5635251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563557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563599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59冊 1

9789575634957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5635282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5635541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5636012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5634964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5635398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575635565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4冊 1

978957563602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5冊 1

9789575634971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5635404 修真高手都市縱橫 飛牛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5635008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5305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5428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5635657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5635046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5077 一失足得千古寵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5084 一失足得千古寵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5091 一失足得千古寵 若磐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5107 貴女不好惹 鳳子君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5114 貴女不好惹 鳳子君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5121 貴女不好惹 鳳子君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5138 貴女不好惹 鳳子君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5145 嫡妻不可戲 茗荷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5152 嫡妻不可戲 茗荷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5169 嫡妻不可戲 茗荷兒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5176 嫡妻不可戲 茗荷兒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5183 嫡妻不可戲 茗荷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519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0冊 1

9789575635510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1冊 1

9789575635978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2冊 1

9789575635985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3冊 1

9789575635213 不死道祖 仙子饒命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5635220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3冊 1

978957563538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4冊 1

978957563570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5冊 1

9789575631031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5635244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49冊 1

978957563563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0冊 1

9789575631079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1冊 1

978957563526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5635558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563600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5635275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5635527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5635534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4冊 1

9789575636111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5冊 1

9789575635299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5635602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6579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5312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5435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5640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6冊 1

9789575636074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5635329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5466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5695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6043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6050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5473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5619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6067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6173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5336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5725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6180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5343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5480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5787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6104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5367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5497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5688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5763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5770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5374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6冊 1

9789575635442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5749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6326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5459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5794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6166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6333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6371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6616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35596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6098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5626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7冊 1

9789575636036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5636135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636562 凌天神帝 君天帝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5635732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1冊 1

9789575636142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2冊 1

9789575636296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3冊 1

9789575635756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5636258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5635800 霸寵王妃 林三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5817 霸寵王妃 林三酒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5824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5831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5848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5855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5862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5879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5886 夫人請上轎 長溝落月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5893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5909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5916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5923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5930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5947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5954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5961 農門小繡娘 阮夏枝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096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1冊 1

9789575636234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2冊 1

9789575636487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3冊 1

9789575636876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4冊 1

9789575631093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0冊 1

9789575636524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1冊 1

978957563672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2冊 1

9789575636906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3冊 1

9789575631109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0冊 1

9789575636548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1冊 1

9789575636746 超級怪獸工廠 匣中藏劍作 初版 平裝 第42冊 1

9789575636128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6冊 1

9789575636289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7冊 1

9789575636555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8冊 1

9789575636920 全能神醫在都市 千杯作 初版 平裝 第39冊 1

9789575636159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5636302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636586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5636951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5636197 武魂養成手冊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6203 武魂養成手冊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6210 武魂養成手冊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6265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3冊 1

9789575636531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4冊 1

9789575636913 完美神醫 步行天下作 初版 平裝 第45冊 1

9789575636272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6冊 1

9789575636739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7冊 1

9789575637149 妙醫鴻途 煙斗老哥作 初版 平裝 第58冊 1

9789575636319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8冊 1

9789575636593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29冊 1

9789575636777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30冊 1

9789575637170 修真聊天群 聖騎士的傳說作 初版 平裝 第31冊 1

9789575636340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6807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6982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37194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36357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6609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6814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7200 九極戰神 少爺不太冷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6364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6821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6999 修真醫聖 超級老豬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7231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36388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36623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37002 翻天印 火槍手作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36395 聖武星辰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6401 聖武星辰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6418 聖武星辰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6425 聖武星辰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6432 再嫁萬歲爺 醉後漁歌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6449 再嫁萬歲爺 醉後漁歌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6456 再嫁萬歲爺 醉後漁歌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6463 再嫁萬歲爺 醉後漁歌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6494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563670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8冊 1

9789575637118 終極戰兵 梁七少作 初版 平裝 第79冊 1

9789575636500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2冊 1

9789575636883 天界戰神 笑南風作 初版 平裝 第53冊 1

9789575636647 超級領主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6654 超級領主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6661 超級領主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6678 超級領主 隱為者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6692 逆天劍皇 半步滄桑作 初版 平裝 第77冊 1

9789575636715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5636890 修煉狂潮 傅嘯塵作 初版 平裝 第65冊 1

9789575636753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4冊 1

9789575636944 絕代神主 百里龍蝦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6760 超神機械師 齊佩甲作 初版 平裝 第25冊 1

9789575636784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6968 末日戰神 北極熊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6791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6975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37187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37378 仙武都市 月藏鋒作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36838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7217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7392 無敵煉藥師 憤怒的薩爾作 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36845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37408 不死神凰 寫字板作 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36852 至聖之路 永恆之火作 初版 平裝 第94冊 1

9789575637019 王爺難伺候 楠奚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7026 王爺難伺候 楠奚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7033 王爺難伺候 楠奚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7040 王爺難伺候 楠奚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7057 王爺難伺候 楠奚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7064 妻寶大將軍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7071 妻寶大將軍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7088 妻寶大將軍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7095 妻寶大將軍 蘭澤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7101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5冊 1

9789575637309 最強紈褲 夏日易冷作 初版 平裝 第86冊 1

9789575637132 天道圖書館 情痴小和尚作 初版 平裝 第64冊 1

9789575637224 聖武星辰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7422 聖武星辰 亂世狂刀01作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37248 全職鬼皇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7255 全職鬼皇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37262 全職鬼皇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37279 全職鬼皇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38245 全職鬼皇 浮兮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37361 仙帝歸來 風無極光作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575637385 懶神附體 君不見作 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37439 夫來運轉 茗荷兒作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37446 夫來運轉 茗荷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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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615631 行進!鐵支路: 日治臺灣鐵道寫真鄧志忠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55 魏特曼戰記1943 王佐榮監修;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62 南方の據點-臺灣: 寫真報道 王佐榮監修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79 福爾摩沙海洋事件簿: 從大航海時代到荷西鄭清姚開陽作.插畫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15686 薩姆蘭1945 小林源文作; 許嘉祥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51337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悉曇校讎 林光明, 林怡馨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225673 半肺老人吟草 仇鰲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6880 學無止境: 常啼菩薩求法故事研究論文集釋長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8636880 學無止境: 常啼菩薩求法故事研究論文集釋長慈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10

嘉豐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漢藝色研

送存種數共計：178

送存冊數共計：582

蒼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福嚴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146373 人身保險與稅法 封昌宏, 邱家綺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51611 中部美術展. 第65屆 廖本生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12939 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專輯. 第四十八屆林仁傑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640200 代體 山田宗樹作; 鄭曉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224 時尚,3種顏色就夠了! 杉山律子作; 呂沛餘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0675 東京: 新旅遊情報.主題自由玩Tokyo Walker編輯部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0682 京都日日. 上 抹茶糰子作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1412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作; 冰心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1597 書店的金狼 杉井光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764 頂尖團隊的帶人心法: ANA打造工作默契的35個訓練訣竅ANA商務解決顧問公司作; 陳美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1801 LV999的村民 星月子猫作; 陳靖涵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273 你可以努力,但不要執著: 帶來幸福的行為經濟學柊りおん作; 陳美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310 魔技科的劍士與召喚魔王 三原みつき作; 曾柏穎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2327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戀愛節拍器丸戶史明原作; 武者ザブ漫畫; Yoshiki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334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戀愛節拍器丸戶史明原作; 武者ザブ漫畫; Yoshiki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341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42358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23, 孤立篇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365 發條精靈戰記: 天鏡的極北之星宇野朴人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2372 未踏召喚://鮮血印記 鎌池和馬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2389 飛翔吧!戰機少女 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2396 異界轉生強奪戰 mino作; 梁恩嘉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2402 喜歡本大爺的竟然就妳一個? 駱駝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2419 惡魔高校DxD. DX.4, 學生會與利維坦石踏一榮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426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枯野瑛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2433 廢柴以魔王之姿闖蕩異世界: 有時作弊一下的悠哉旅程藍敦作;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2440 妹妹人生 入間人間作; 呂郁青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642457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惠比須清司作; PC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464 賭博師從不祈禱 周藤蓮作; 蔚山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角川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中部美術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水彩畫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工商稅務



9789575642471 勇者無犬子 和ヶ原聡司作; 楊采儒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488 艦隊Collection 瑞之海,鳳之空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495 艦隊Collection 瑞之海,鳳之空 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何陽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501 愛原葻的祕密煩惱: 如何戰勝能暫停時間的超能力者?雪瀬ひうろ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518 小說少女編號 渡航作; 遠鄉欣二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525 就連神明大人也想知道故事結局!值言作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2532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トモセシュンサク Art Worksトモセシュンサク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549 異種族風俗娘評鑑指南 天原原作; masha漫畫; Yoshiki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556 理想的小白臉生活 渡辺恒彦(ヒーロー文庫/主婦の友社)原作; 日月ネコ漫畫; 弁天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563 新手姊妹的雙人餐桌 柊ゆた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570 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暑假篇 柚木N漫畫; 佐島勤原作; 哈泥蛙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587 活下去吧!社畜美眉 ビタワン原作; 結うき漫畫; 陳宏生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594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2600 Fate/stay night(Heaven's Feel) TYPE-MOON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2617 隔壁的吸血鬼美眉 甘党作; LKH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2624 LoveLive! 公野櫻子原作; 鴇田アルミ漫畫; 末央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2631 新妹魔王的契約者 上栖綴人原作; みやこかしわ漫畫; 吳松諺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2648 噬血狂襲 三雲岳斗原作; TATE漫畫; umon譯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2655 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鎌池和馬原作; 冬川基漫畫;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13冊 1

9789575642662 聖魔之血 吉田直原作; 九条キヨ漫畫; 謝怡苓譯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42679 腐男子社長 カエリ鯛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686 戰刻夜想曲 「戦刻ナイトブラッド」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おの秋人漫畫; 芙菈格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693 神盜夜話 坂本あきら作; 芙菈格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709 喜歡、討厭...喜歡。 みなみ遥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716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2730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硝音あや作; 羅尉揚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2723 激戰的魔女之夜 川上稔原作; 劍康之漫畫; 吳松諺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2747 英雄股份有限公司!!! 北川惠海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754 淺草鬼妻日記. 2, 妖怪夫婦歡慶學園祭友麻碧作; 莫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761 現在開始愛自己: 7步驟畫出我的心靈地圖岡映里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778 博多豚骨拉麵團 木崎ちあき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2785 精簡會議大作戰: A3紙+白板,減少3萬小時會議時間榊巻亮作; 薛珮玲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792 諸神的差使 淺葉なつ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2808 AI戀愛模擬遊戲 土橋真二郎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815 dele刪除 本多孝好作; 王華懋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2822 棉花小兔慕菲的暖暖生活 AKI KONDO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2839 棉花小兔慕菲的暖暖生活 AKI KONDO作; 陳怡君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2846 想要成功瘦,先戒掉變胖的壞習慣!本島彩帆里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853 前男友不是人 八大電視, 瀚草影視監製; 宋禹論, 何沫洋小說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860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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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5642877 切小金家的旅館 良人行影業監製; 林冠慧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884 狼與辛香料. XIX, Spring Log. II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891 加速世界. 22, 絕焰太陽神 川原礫作; 邱鍾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907 Sword Art Online刀劍神域. 20, Moon cradle川原礫作; 周庭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914 奮鬥吧!系統工程師. 14, 世界真奇妙?商業聯盟夏海公司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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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冊 1

9789575642938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Girls Side丸戶史明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2945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12, 女騎士的搖籃曲暁なつめ作; kazan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952 幼女戰記. 8, In omnia paratus カルロ.ゼン作; 薛智恆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2969 金色文字使: 被四名勇者波及的獨特外掛十本スイ作; 王柏雯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2976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愛七ひろ作; 蔡長弦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2983 八男?別鬧了! Y.A作; 李文軒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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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冊 1

9789575643003 轉生鬼神浪漫譚 藍藤遊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3010 渣熊出沒!蜜糖女孩請注意! 烏川さいか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027 機甲狩龍幻想戰記 内田弘樹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034 聖女魔力無所不能 橘由華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041 約會大作戰DATE A BULLET赤黑新章東出祐一郎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058 讓笨蛋登上舞台吧!. 1, 最美好的名配角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EXTRA暁なつめ原作; 昼熊作;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065 秉燭夜話前傳. 夜間教育 吐維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072 機動戰士鋼彈 MSV-R 強尼.萊汀的歸來富野由悠季原作; Ark Performance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14冊 1

9789575643089 TRINITY SEVEN魔道書7使者 サイ卜ウケンジ原作; 奈央晃德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43096 八男?別鬧了! Y.A原作; 楠本弘樹漫畫; 李文軒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3102 遺憾女幹部黑暗將軍小姐 jin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3119 ReLIFE重返17歲 夜宵草作; comico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126 殺戮的天使 真田まこと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133 GUNDAM EXA VS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王志豪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140 GUNDAM EXA VS 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鴇田洸一漫畫; 王志豪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171 鯊魚哥: 鯊魚與海豹 アリムラモハ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188 背景作畫 從零開始學習專家畫技 神技作畫系列mocha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195 Fate/Grand Order短篇漫畫集 TYPE-MOON原作; コンプエース編輯部編輯;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3201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銃爺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3218 動物朋友漫畫精選集. 傑帕力公園篇けものフレンズ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少年エース編集部編輯;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225 動物朋友漫畫精選集. 傑帕力公園篇けものフレンズ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少年エース編集部編輯;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232 動物朋友 漫畫精選集. 傑帕力饅頭篇けものフレンズ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少年エース編集部編輯;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249 動物朋友漫畫精選集. 傑帕力咖啡廳篇けものフレンズ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コミッククリア編集部編輯;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256 動物朋友漫畫精選集. 傑帕力巴士篇けものフレンズプロジェクト原作; 電撃マオウ編集部編輯; 遠鄉欣二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263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原作; たかの雅治漫畫; 柒易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270 Legend魔獸師傳說 神無月紅原作; たかの雅治漫畫; 柒易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287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九流衛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294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九流衛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3300 校園日記AIURA 茶麻作; 九流衛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317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43324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43331 魔法少女奈葉Vivid 都築真紀原作; 藤真拓哉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43348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3355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362 加速世界外傳: 魔女的遊園 川原礫原案; 笹倉綾人漫畫; 邱鍾仁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3379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原作; 梅宮スキ漫畫; 冰心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386 公爵千金的本領 澪亞原作; 梅宮スキ漫畫; 冰心譯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3393 第一眼就時尚 打造印象美人的魅力穿搭4步驟星玲奈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09 無法成為神明的少女 入間人間作; 李逸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16 週末就要到來!啦啦啦終末論. Isasakure.UK原案; 入間人間作; 蘇暐婷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23 與你相約在未來的七月雪 五十嵐雄策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30 2分鐘強化數字力: 一次學會讀報表、分析銷售率、做出好簡報公益財團法人.日本數學檢定協會著; 陳美瑛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47 續.英雄股份有限公司!!! 北川惠海作; 韓宛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54 魔力的胎動 東野圭吾作; 王蘊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61 狐爸好酷 臭臉大叔的暖男日常Q-rais作; 劉子婕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78 未來的未來 細田守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85 肛筋鍛鍊瘦身術: 1天24秒變出蜜桃臀！久嬢由起子作; 陳燕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492 新約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作; Seeker譯 初版 平裝 第18冊 1

9789575643508 約會大作戰DATE A LIVE. 17, 末日狂三橘公司作; Q太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515 OVERLORD. 13, 聖王國的聖騎士. 下丸山くがね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522 我與她的漫畫萌戰記 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539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衣笠彰梧作; Arieru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546 GAMERS電玩咖!. 6, 落單電玩咖與告白CHAIN COMBO葵せきな作; 鄭人彥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553 賢者之孫. 6, 英姿颯爽的神使降臨吉岡剛作; 許晉誌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560 我喜歡的妹妹不是妹妹 惠比須清司作; 李漢庭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3577 86-不存在的戰區. Ep.3, Run through the battlefront安里アサト作;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5643584 新説狼與辛香料狼與羊皮紙 支倉凍砂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3591 LV999的村民 星月子猫作;ふーみ畫; 陳靖涵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607 轉生就是劍 棚架ユウ作; るろお畫; 可倫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614 艾梅洛閣下. II, 世事件簿 三田誠原作; K.K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621 普通攻擊是全體二連擊,這樣的媽媽你喜歡嗎?井中だちま作; 吳松諺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3638 TIGERxDRAGON! 竹宮ゆゆこ原作; 絕叫漫畫; 蔡孟婷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3645 冰菓 米澤穂信原作; タスクオーナ漫畫; 魚籽譯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3652 大仙術士李白 葉明軒作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669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川原礫原作; 比村奇石漫畫; 九流譯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3676 機動戰士鋼彈 MSV-R宇宙世紀英雄傳說: 虹霓的真.松永富野由悠季原作; 虎哉孝征漫畫; 王榮毅譯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3683 弒神少女綺露琪 的良みらん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3690 弒神少女綺露琪 的良みらん作; 多鳴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706 OVERLORD 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713 掠奪者 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720 辣妹與我的第一次 植野メグル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737 幼女戰記 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カ漫畫;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3744 LoveLive!School idol diary 第二季. 2, μ's的暑假公野櫻子原作; 柴崎しようじ漫畫; 林星宇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751 失憶再次愛上妳 奥たまむし作; Cato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768 姊姊 飯田ぽち。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775 實況主的逃脫遊戲(直播中) おそら作;莊茲尹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782 重返愛的草莓園 木野咲カズラ作;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799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3805 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 缶乃作; 弁天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3812 女高中生的生態圖鑑 しまぷ作; 小天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829 小梅けいと畫集: 狼與辛香料-第十年的蘋果酒支倉凍砂原作; 小梅けいと作; 吳松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836 童話之音 Chiy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843 ZONE-00零之地帶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5冊 1

9789575643850 SUPER LOVERS 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0冊 1

9789575643867 桃組+戰記 左近堂絵里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17冊 1

9789575643874 別對我太壞 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3881 2軸思考: 2條線解決複雜問題 木部智之作;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3898 青春歌舞伎 榎田ユウリ作; 黃涓芳譯 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3904 為這個世界獻上i 佐野徹夜作; 柯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911 陽台的幸福滋味. 4, 午後4點的看家水果茶竹岡葉月作; 古曉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928 與妳相伴直至腐朽未來 坊木椎哉作; 黃姿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935 讓主管立刻說YES的速戰速決簡報術柏木吉基作; 陳美瑛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3942 殺戮的天使. 3, ONCE IN A BLUE MOON真田まこと原作; 木爾チレン作; 蒼貓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959 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 歐莎.葉克斯托姆(Åsa Ekström)作; 一杞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3966 請把老婆當外人: 0爭吵夫妻生活圖文紀實澤口慧介作; LKK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973 貓咪當家!貓國和菓子店開張 元祖太貓堂作; 林珉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3980 加速世界 川原礫原作; 合鴨ひろゆき漫畫; 邱鍾仁譯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3997 東方鈴奈庵: Forbidden Scrollery.ZUN原作; 春河もえ漫畫; 霖之助譯初版 平裝 第7冊 1

9789575644000 Sdorica: After Sunset. 萬象物語.納杰爾篇Rayark Inc.原作、插畫; 月亮熊作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017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初版 平裝 第19冊 1

9789575644024 魔法禁書目錄 鎌池和馬原作; 近木野中哉漫畫; 哈泥蛙譯初版 平裝 第20冊 1

9789575644031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048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055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アズマサワヨシ作; 雨弓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062 夏日大作戰 細田守マッドハウス, 日本テレビ放送網, 角川書店原作; 岩井恭平作; HT紳士譯二版 平裝 1

9789575644079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3, 大學生篇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086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4, 大學生篇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093 想變成宅女,就讓我當現充!. 15, 大學生篇村上凜作; 吳端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123 迷幻魔域Ecstas Online. 2, 望穿秋水的Santa-X久慈政宗作; uncle wei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130 距離太近,關係太遠的十七歲 久遠侑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147 距離太近,關係太遠的十七歲 久遠侑作; 楊雅琪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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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冊 1

9789575644178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寿安清作; Demi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185 當蠢蛋FPS玩家誤闖異世界之時地雷原作; 霖之助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192 刺客守則. 5, 暗殺教師與深淵饗宴天城ケイ作; 一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208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馬場翁作; 廖文斌譯 初版 平裝 第6冊 1

978957564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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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冊 1

9789575644222 月界金融末世錄 支倉凍砂作; 林冠汾譯 初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575644253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1冊 1

9789575644260 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聴猫芝居作; umon譯 初版 平裝 第12冊 1

9789575644284 重裝武器. 12, 最小規模的戰爭鎌池和馬作; 林哲逸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291 末日時在做什麼?能不能再見一面?枯野瑛作; Linca譯 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4307 我是阿宅我驕傲 パカチャン作; 九流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338 兒時好友是個傲嬌被虐狂 野花さおり作; 帽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345 黑幫老大豢養中 佐崎いま, 高瀬ろく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352 黑幫老大豢養中 佐崎いま, 高瀬ろく作; Y.S.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376 從心開始愛 上田にく作; 鄭湘蓓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383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4390 T老師暖暖保父日誌 てぃ先生原作; ゆくえ高那漫畫; 張詩欣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4406 與你同在若葉寮 佐久本あゆ作; 朱廷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420 友情界線 佐久本あゆ作; 朱廷薇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437 暗影下的戀情 たつもとみお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575644444 暗影下的戀情 たつもとみお作; 志野忍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451 神明☆達令 相葉キョウコ作; 竹子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4468 槍械少女!! 天王寺キツネ作; 十兵衛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4505 Fate/Grand Order漫畫精選集 TYPE-MOON原作; IsII等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575644536 衛宮家今天的餐桌風景 TYPE-MOON原作; TAa漫畫; Demi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543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8冊 1

9789575644550 艦隊Collection4格漫畫吹雪奮鬥記桃井涼太漫畫; 尊師K譯 初版 平裝 第9冊 1

9789575644567 絕命制裁X 佐藤ショウジ作; 楊學斌譯 初版 平裝 第16冊 1

9789575644574 片寄涼太寫真集 GOODBYE WHITE片寄涼太作; 夏媛媛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581 旅居巴黎料理人的零失敗甜點えもじょわ作; 卓惠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598 嵐色花漾：張景嵐寫真書 嵐綠藻工作室監製; Mr. Triangle攝影; 張景嵐文字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604 遺失的地圖 恩田陸作; 許凱倫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5644611 博多豚骨拉麵團 木崎ちあき作; 王靜怡譯 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5644628 透明系大人彩妝: 從保養到上妝,自己打造無齡美肌田中亞希子作; 呂沛餘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635 夜見師 中村ふみ作; 林于楟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575644642 千鳥亭的美味食光. 2: 夏日尾聲的贈禮十三湊作; 許婷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666 Bye Bye-我曾深深愛過的你 世紀末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644673 美肌生活手作書: 在家也能安心做的55款達人級手作保養品大沼由樹作; 蔡孟婷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74667 1895~臺灣大家族救亡圖存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合編初版 平裝 2

9789869074674 百年台灣世家 三代民族英雄 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 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合編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756551 超好懂商業入門: 5S現場管理法高原昭男著; 林以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43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TCB TCB著; 王怡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50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2冊 1

9789864756667 超漫遊輕井澤: 小諸.上田.松代.松本.善光寺TAC出版編輯部著; 蕭辰倢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674 和諧harmony 伊藤計劃原作; 三巷文漫畫; 蔡承胤譯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681 在魔王城說晚安 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698 探索者的真相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03

送存冊數共計：228

臺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東販



9789864756704 與我共譜續曲 嶋二作; 謝旻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711 稚子美眉壞掉了 今井ユウ作; 林武三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6728 姬川的懶人飯 二階堂幸原作; 張文俊譯 初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4756735 小花與阿一 阿部あかね作; ky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742 砂糖100公克、戀愛少許 毬田ユズ作; Hikari TO Kage, 陳欣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759 只要看到你的笑容 ヤマオリ作; 小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773 間諜之家 真刈信二原作; 雨松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4冊 1

9789864756780 第二次的夏天,再也無法見面的妳赤城大空作; 猫ノ助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797 關鍵教養力: 教出內心堅強、頭腦聰明的孩子之實踐技巧石田勝紀著; 蘇聖翔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03 手揉冷凍麵團常備麵包: 省時、安心又美味!高橋雅子著; 陳凱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10 醣分OFF!34道健康黃豆粉甜點麵包真藤舞衣子著; 許倩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27 翻轉人生的哲學思考教室: 可以卓越何必甘於平凡!小川仁志著; 林巍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34 歡迎來到麻煩女子劇場: 看懂女子內心戲、破解相處障礙的心理觀測技巧山名裕子著; 胡文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58 輕鬆入門!掌握6種線型學會看股祕訣: 超好懂說明+實作練習講解小林昌裕監修; 山下勁著; 陳識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65 MY POUCH!我的手作隨身布包日本ヴォーグ社編著; 梅應琪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72 撞臉動物圖鑑: 相似度爆表的自然界動物北澤功監修; 木村悅子撰稿; 蕭辰倢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89 擁抱火輪的少女. II, 惡鬼 七沢またり作; ASATO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896 臺灣女鬼: 民俗學裡的女鬼意像陳秀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902 死神幸福論 網野素漫畫; 陳欣惠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919 可愛的你 中陸なか漫畫; 涂博惟, 陳欣惠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926 第二次的夏天,再也無法見面的妳赤城大空原作; 源素水漫畫; 王明聖譯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6933 間諜之家 真刈信二原作; 雨松漫畫; 吊木光譯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864756940 極惡不良少年與被打敗的我 暁あまま漫畫; kreuz+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957 火辣數獨133選 數獨研究會編著; 蕭雲菁譯 初版 平裝 第33冊 1

9789864756964 超漫遊沖繩 TAC出版編輯部著; 黃曉涵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971 宅男子日常 岡叶作; 周芝羽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6988 探索者的熱情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6995 愉快的性伴侶理論 みやもと水風作; 流川昴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22 兄的忠告 朝田ねむい作; KUMAKO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08 幽靈寫手 御影夏作; 林子傑譯 初版 平裝 第1冊 1

9789864757039 「UNIQLO」型男超速時尚: 無論你現在幾歲,都可以立刻讓自己改頭換面大山旬著; 林琬清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46 打破溝通窘境: 用3個問題培養獨立思考的員工青木毅著; 陳幼雯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53 貓奴的手作入門課: 用簡易材料打造可愛喵物西イズミ著; 五十嵐健太攝影; 許倩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60 自助旅行必備! 日本特色民宿地圖Blue Guide編輯部作; 梅應琪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84 嚴選手作起司烘焙點心: 蛋糕、餅乾、瑪德蓮......創意無限變化!Murayoshi Masayuki著; 黃嫣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091 超實用情境學初級印尼語: 單字、文法、會話輕鬆學、開口說!Yumiko Horas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4757107 跟爆炸的衣櫥說再見: 減衣練習,開啟簡單時尚生活松尾たいこ著; 鄭翠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114 創造個人最強生產力!: 專家教你50個時間運用、提高效能的工作術澤渡海音著; 王美娟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121 Google、嬌生都採行的破框領導學: 打破無意識偏見!守屋智敬著; 胡文菱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138 職人提案!超質感皮革小物 .URUKUST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145 肉類烹調聖經: 熟度漸層X料理器具X加熱科學專業主廚必備法式肉品調理大全川手寬康作; 劉玫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757251 百與萬 紗久楽, さわ原作; KUMAKO譯初版 平裝 2

9789864757398 探索者的渴望(初回限定版) やまねあやの作; 黃盈琪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30148 我會自己上廁所 淺野ななみ監修; 米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30155 我會自己穿衣服 淺野ななみ監修; 米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4730162 我會自己收玩具 淺野ななみ監修; 米斐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4839377 中華通史. 第四卷 張玉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4839438 數學: 觀念與解析 楊精松, 莊紹容編著 2版 平裝 1

9789574839445 初級初試模擬試題冊解析 劉慧如, Dennis Jackson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4839452 初級初試模擬試題冊 劉慧如, Dennis Jackson編著 2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6059 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簡體字版)賀照田, 余暘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52542 第十二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第十四屆物業管理與實務暨第三屆環境教育與科技研討會論文全集沈志達, 陳志豪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4858 科學傳播論文集. 9 王文竹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0112 臺灣建築學會第30屆第1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暨建築設計教案及教學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執行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267671 台灣評茶師教材手冊(圖文中英版)林志煌編撰, 攝影 初版 精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60070 預防醫學 李孟智等編輯 第2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科普計畫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建築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53

送存冊數共計：54

臺灣東華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商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茶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家庭醫學會



9789570531060 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 錢穆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531381 高木奶奶的平底鍋料理食譜: NHK超人氣日本國民料理大師教你簡易做出80道私房美味高木初江著; 蔡麗蓉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435 劉墉談處世的40堂課 劉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442 當日本OL變成了韓國不良主婦NANA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459 法式料理聖經 茱莉雅.柴爾德(Julia Child), 露伊瑟.貝賀托勒(Louisette Bertholle), 西蒙娜.貝克(Simone Beck)著; 林潔盈譯初版 精裝 1

9789570531466 王雲五先生年譜 王壽南邊著; 林桶法增修 初版 精裝 全套 1

9789570531473 漢字與文物的故事. I, 回到石器時代許進雄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0531480 始皇帝的遺產: 秦漢帝國 鶴間和幸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497 和食全史 永山九夫著; 蔡麗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570531503 壓迫與自由 西蒙.韋伊(Simon Weil)著; 楊依陵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34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 殷商與春秋戰國時代平勢隆郎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531541 日本.城市力: 從30座城市解讀日本史金田章裕監修; 造事務所編集; 徐韻馨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5321 智慧染整: 精進浸染實務關鍵192則蔡勝利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9732 永恆的盼望: 從出埃及記與申命記看上帝的同在柯淳恩(Janice Catron), 莎彤宜(Martha Sadongei)作; 蘇美珍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31462 本性與超性: 聖多瑪斯.亞奎納倫理學反思王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131479 全球靈恩運動與地方基督教: 一種生活史的考察劉義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05630 孫子兵法評注本 (春秋)孫武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647 鬼谷子 (春秋)鬼谷子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654 了凡四訓(白話插圖版) 袁了凡原著; 李亦安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05661 三十六計 李翰文譯注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05678 三國誌 (晉)陳壽撰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805685 三希堂法帖精品集 李翰文編著; 崇賢書院編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692 六韜三略評注本 (西周)太公望, (漢)黃石公著; 崇賢書院釋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708 宋詞三百首評注本 (清)上彊村民編選; 崇賢書院釋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715 詩經評注本 (春秋)孔子編選;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722 論語評注本 (春秋)孔子及其弟子著; 崇賢書院釋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739 武經七書 (春秋)孫武等著;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753 山海經 (漢)劉向, (漢)劉歆編訂; 李翰文譯注初版 其他 全套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基督教文藝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臺灣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崇賢館文創



9789865805784 百家姓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5791 千字文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5807 千家詩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1

9789865805814 唐詩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編選; 崇賢書院釋譯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821 元曲三百首 李伯欽編選; 崇賢書院釋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852 中華傳世楷書神品 李翰文編著; 崇賢書院編譯 初版 其他 全套 1

9789865805869 納蘭詞 (清)納蘭性德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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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093934 台灣棒球名人堂特展紀念集. 2017第四屆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著 平裝 2

9789869093941 台灣棒球名人堂第五屆特展紀念集. 2018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6217 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 中華民國一0六年度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50473 變遷中的勞動世界: 理論與實際變遷中的勞動世界: 理論與實際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作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72185 帕奧西亞多 帕奧子弟合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7122 止痛藥物與骨骼健康 楊榮森編著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59375 圖解睡眠醫學 Meir H. Kryger, Alon Y. Avidan, Richard B. Berry作第二版 平裝 1

9789869548571 Ebersole and Hess' 老人照護與健康老化Theris A. Touhy, Kathleen Jett作; 葉織茵, 劉宜佳, 鄭勝得翻譯第五版 平裝 1

9789869548588 貓軟組織外科學 S. J. Langley-Hobbs, J. L. Demetriou, J. F. Ladlow作; 賴昱璋等譯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22110 牙科植體手術彩色圖譜 Michael S. Block作; 陳筱涵, 黃星丞, 林宣利翻譯第四版 精裝 1

9789869622158 獸醫臨床神經解剖學 Christine Thomson, Caroline Hahn作; 李世雄等翻譯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無憂小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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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存冊數共計：4

臺灣期貨交易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勞動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9

送存冊數共計：19

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愛思唯爾

送存種數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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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067141 品格培植 體育加值: 2018第七屆東亞運動教育聯盟暨探索體育實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劉雅文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1409 全球奉祀開臺聖王鄭成功宮廟李澄清等撰稿; 鄭慶章總編輯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61416 全球奉祀開臺聖王鄭成功宮廟李澄清等撰稿; 鄭慶章總編輯 平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633087 台灣膠彩畫展. 第三十六屆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28654 真空悲光: 噶千仁波切教授齋戒與觀音生圓次第噶千仁波切著; 張昆晟藏譯中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1517551 六朝官方吉禮祀議及施行之源流考陳燕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8903 臨水風華. 2017: 首屆順天聖母陳靖姑文化節蔡政憲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4060 臺灣藝術研究院台灣國展油畫比賽得獎作品專輯. 2018台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作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798779 台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TFA巡迴展. 2018王瑋名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85098 饗宴,完美的一餐: 主廚與他的美味私提案陳之穎, 凱恩, 陳柔涵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噶千佛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學生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中市鐵砧山鄭成功研究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膠彩畫協會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臺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臨水文化弘道促進協會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臺灣藝術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65579 完全圖解.奇效足部按摩: 按出體內自癒力!疼痛立即消!李宏義作 三版 平裝 1

9789865665586 1天20分鐘在家學瑜伽: 全圖解x32種實用瑜伽姿勢Watamoto YOGA Studio RIE作; 亞緋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593 關鍵3秒!腰痛體操 松平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609 (全圖解)穴位按摩對症手法: 找到正確穴位,以有效手法創造最舒適的痛感!吉川信監修; 瞿中蓮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616 優雅食.天然素: 小牧食堂の精進料理藤井小牧作; 簡子傑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65623 手指體操: 活化頭腦!動動手指不失智!活到100歲頭腦也靈光白澤卓二監修; 夏淑怡翻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905237 糖果屋裡的秘密 許玉敏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74258 公務人員隨身手冊. 2018 侯瑞宏總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37936 改變命運的桃花參拜術 董珮君, 樂知編輯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04287 生物學(精華版) Martha R. Taylor等原著; 程中玉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04294 基礎生物學 Martha R. Taylor等原著; 程中玉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801 微積分 洪英志, 陳彩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6818 基礎物理概論 蔣大鵬, 蔡明松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6909 我的第一隻海水魚,小丑魚Clownfish蔡宇鴻, 陳冠宇作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11218 醫聖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丁華永編著 平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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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賢志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育達科大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亞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德河海洋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數位壹零壹網路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知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1004 謎樣的記憶: 從敘事軌跡探視艋舺王俊琪, Ron Hansn編輯 第一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583 綠色榖倉.最多人想學的24堂乾燥花設計課Kristen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5590 花時間: 隨春風起舞: 人氣10花的特色映演KADOKAWA CORPORATION著; 翟中蓮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05 與自然一起吐息: 空間花設計 楊婷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12 親手打造私宅小庭園 朝日新聞出版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29 上色.構圖.成型: 一次學會自然系花草香氛蠟磚篠原由子監修; 黃鏡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36 四時花草．與花一起過日子 谷匡子著; 周欣芃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43 古典花時光.Sylvia's法式乾燥花設計Sylvia Lee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50 從基礎開始學習: 花藝設計色彩搭配學坂口美重子著; 陳建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7267 廚房&陽台都OK.自然栽培的迷你農場BOUTIQUE社著; 夏淑怡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857 字母LETTER: 童偉格專輯 衛城出版編輯部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04895 字母會. S, 精神分裂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504 字母會. R, 重複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511 字母會. Q, 任意一個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528 字母會. P, 摺曲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535 字母會. O, 作品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542 字母會. N, 游牧 楊凱麟等作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43559 第三種猩猩: 人類的身世與未來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 麗貝卡.斯特福夫(Rebecca Stefoff)改寫; 龐中培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566 伊斯蘭大歷史: 穆斯林的信仰故事與改革之書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著; 魏靖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573 世界不平等報告. 2018 阿瓦列多(Facundo Alvaredo)等作; 劉道捷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580 字母LETTER: 胡淑雯專輯 衛城出版編輯部策畫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81766 廢墟少年: 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李雪莉、簡永達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6802 讓您一生相伴的49本好書 王芳郁著 其他 1

9789865756819 說話術: 破解口才出眾之謎,引導口才訓練之道柯建華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8000 搖籃到搖籃產品(紡織品)設計指引手冊德商搖籃到搖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編撰初版 平裝 1

送存冊數共計：1

歐亞藝術網絡組織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8

德威國際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搖籃到搖籃設計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噴泉文化館

送存種數共計：9

送存冊數共計：9

衛城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848900 俱生本質任運顯現: 中有聞即解脫第十二世慈怙灌頂大司徒仁波切講授;蓮花法燈中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9803083 根道果 尊貴的第十二世廣定大司徒講授; 貝瑪秋頓中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92026 數學魔法ABC與印度速算法 蔣榮宗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192033 微觀物理學 時代新思維: 道可道蔣榮宗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205 我與孩子的數學對話 羅一亮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034930 舍甘達西亞多: 人間佛教在緬甸的實踐安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947 聖耶德納西亞多: 緬甸曇摩學校與正法傳承安怡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6034954 誰的粉紅色行李箱? 呂美慶, 呂艷菱文; Julie Carman圖; Nadia Osrio西班牙文翻譯初版 精裝 1

9789866034961 膽小鬼大頭 姚詠中文; 謝侑希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218 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 加藤陽子著; 島田潔, 林皎碧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225 愚政進行曲: 木馬屠城記、文藝復興時代的教宗 英國失去美洲殖民地、越戰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作; 孟慶亮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232 伊朗: 從瑣羅亞斯德到今天的歷史麥克.安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著; 苑默文, 劉宜青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9645249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卷三, 世界的時間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 施康強, 顧良譯一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7807 在我和世界之間有一座島 蔡其祥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621765 覺頑良箴. 卷一孝部、卷二悌部合刊梓官善化堂著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6621772 覺頑良箴. 卷三忠部、卷四信部合刊梓官善化堂著 第三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慧眼雜誌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蔣博士磨課師翻轉數學教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德惠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廣場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蔡就是蔡文史地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慕雅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廣智文化



9789866621789 覺頑良箴. 卷五禮部、卷六義部合刊梓官善化堂著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6621796 覺頑良箴. 卷七廉部、卷八恥部合刊梓官善化堂著 第三版 精裝 1

9789866621819 喚醒金篇 鳳邑省化社毅善堂著 再版 精裝 1

9789866621826 三陽開泰 真理德源堂前賢編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6621833 三才合壁全卷(天、地、人合冊)梓官善化堂著 第三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1903 藏人小朋友學藏文: 拼音班 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10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一期: 口語會話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27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二期: 法的名相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34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三期: 心類學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41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四期: 道次第與佛子行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58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五期: 普賢行願品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65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六期: 八事七十義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71972 藏人朋友學中文. 第七期: 入中論葉蕙蘭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50908 ACTION!電影美食端上桌: 28部電影68道食譜,萌在心廚房字癒食療筆記房東泰泰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84705 鋼琴小天地. 上冊 鄧靜然編曲.創作 平裝 1

9789869684712 心路The Way聽靜自然系列: 心靈音樂鋼琴創作鄧靜然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424 日影之舞: 日本現代文學散論 邱振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431 天使穿過你我之間: 台北愛情故事伍臻祥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448 府城一味: 時間煮字,情感入味,一起來臺南吃飯謝仕淵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455 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 小說卷 李若鶯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1462 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 散文卷 王建國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1479 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 現代詩卷吳東晟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1486 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 臺語詩卷施俊川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581493 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 民間故事卷林培雅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56900 臺南青少年文學讀本. 兒童文學卷許玉蘭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56924 寫作第1課: 從閱讀起跑 凌性傑, 林皇德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德祺書坊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蔚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0

送存冊數共計：16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16

慶慶文創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鄧靜然音樂製作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6001 音階與琵音,雙簧管初階練習 張瑞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986889 鋼琴小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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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k Wang翻譯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27847 樹人學報. 第十四期 李茂順總編輯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5617 飛行刺蝟 阿涅絲.德.雷史塔德文; 夏洛特.德.林涅希圖; 尉遲秀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24 打架天后莉莉 哈雪.蔻杭布莉(Rachel Corenblit)文; 茱莉亞.渥特斯(Julia Wauters)圖; 賈翊君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31 插頭小豬. 1, 停電星球 顏志豪文; 沈健詩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662 妖怪小學. 2, 遲到六人組 林世仁文; 林芷蔚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79 妖怪小學. 1, 誰來報到 林世仁文; 林芷蔚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86 蛋糕學校 荷雪.侯司法特文; 王孟婷圖; 賈翊君譯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693 小豬乖乖: 乖乖拖拖拉拉 陳致元作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716 小豬乖乖: 乖乖不怕打針 陳致元作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723 超級乖寶寶 碧娥翠絲.安梅(Béatrice Hammer)文; 克柔德.K.杜柏瓦圖; 尉遲秀譯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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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95754 晨讀10分鐘: 培養快樂閱讀、增進學習的78種高效策略南美英作; 孫鶴雲譯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761 屁屁超人與飛天馬桶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778 屁屁超人與充屁式救生艇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785 屁屁超人與直升機神犬 林哲璋文; BO2圖 第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5792 混血孤兒院: 神祕的捕歌器 米拉.巴爾托克(Mira Bartók)文; 謝靜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808 陶樂蒂的開學日 陶樂蒂作; 黃郁欽, 陶樂蒂繪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822 動物謠言追追追. 1, 牠們都是大壞蛋嗎?派芙拉.漢納寇凡(Pavla Hanáčková)文; 琳.道爾(Linh Dao)圖;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839 動物謠言追追追. 2, 牠們竟然是好朋友?派芙拉.漢納寇凡(Pavla Hanáčková)文; 琳.道爾(Linh Dao)圖;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846 動物謠言追追追. 3, 牠們只能住那裡嗎?派芙拉.漢納寇凡(Pavla Hanáčková)文; 琳.道爾(Linh Dao)圖; 連緯晏譯第一版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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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9095860 被遺忘的孩子 瑞安儂.納文(Rhiannon Navin)文; 卓妙容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9095884 別來煩我 薇拉.布洛思寇文.圖; 張淑瓊譯 第一版 精裝 1

9789579095914 朱瑞福的游泳課 賴曉妍, 賴馬文; 賴馬圖 第一版 其他 1

9789579095921 妖怪小學. 4, 妖大王的大祕寶 林世仁文; 森本美術文化圖 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032 消失的錢幣 凱特.依根(Kate Egan)、麥克.連(Mike Lane)作; 艾瑞克.懷特(Eric Wight)插圖; 謝靜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049 驚人的旋轉手臂 凱特.依根(Kate Egan), 麥克.連(Mike Lane)作; 艾瑞克.懷特(Eric Wight)插圖; 謝靜雯譯第一版 平裝 1

9789575030056 大逃脫 凱特.依根(Kate Egan)、麥克.連(Mike Lane)作; 艾瑞克.懷特(Eric Wight)插圖; 謝靜雯譯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樂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樹人醫專

歐藝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親子天下



9789575030063 消失的魔術師 凱特.依根(Kate Egan)、麥克.連(Mike Lane)作; 艾瑞克.懷特(Eric Wight)插圖; 謝靜雯譯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41254 美味台灣菜: 138道傳統美味與流行創業小吃傅培梅, 程安琪, 陳盈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261 廚師劇場: 北方菜 郭木炎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41278 麵包職人的烘焙廚房: 50款經典歐法麵包零失敗陳共銘作 修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91268 冷萃咖啡: 掌握精品咖啡新潮流的基本方法，從挑豆、研磨、基本器材到萃取，進一步創新花式咖啡、調酒及甜點的不敗配方Chloë Callow著; 梁禎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299 這樣看,你就懂了: 藝術大師霍克尼的繪畫啟蒙課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馬丁.蓋福特(Martin Gayford)著;蘿絲.布雷克(Rose Blake)插畫;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367 印花設計學: 從包裝、文具到織品,啟發手作人&設計師的印花設計技巧潔西卡.斯維夫特(Jessica Swift)著; 廖怡茜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1374 不需要電腦的程式設計課 吉姆.克利斯欽(Jim Christian)著; 魏嘉儀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381 療癒花草線繪畫: 5步驟隨手畫200種植物插圖,發掘你的繪畫天分珮姬.迪恩(Peggy Dean)著; 古沛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398 7:2:1沙拉的美味方程式 Kyoko Salbot著; 李泰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04 harumi今日的料理100選 栗原晴美著; 陳佩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11 舒心多肉線繪畫: 6步驟隨手畫200種多肉植物,發掘你的繪畫天分珮姬.迪恩(Peggy Dean)著; 古沛昉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28 IG玩家成功術: #攝影祕笈 #修圖技巧 #內容管理 #粉絲經營 #品牌行銷 成為PRO級玩家的50條Instagram教戰指南亨利.凱洛(Henry Carroll)作; 古又羽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35 肉品聖經: 牛、羊、豬、禽，品種、產地、飼養、切割、烹調,最全面的肉品百科知識與料理之道,嗜肉好煮之人最渴望擁有的廚藝工具書亞瑟.凱納(Arthur Le Caisne)著; 尚.葛羅松(Jean Grosson)插圖; 韓書妍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42 侍酒師的表現力: 向世界第一品飲專家學習精確傳達口味&感受的說話技巧,豐富人生各方面都能派上用場的表現力田崎真也作; 林盛月譯 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1480 鹽、脂、酸、熱: 融會貫通廚藝四大基礎元素,建立屬於你的料理之道莎敏.納斯瑞特(Samin Nosrat)著; 黃貞宜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497 葡萄酒的風味 艾米爾.培諾(Émile Peynaud), 賈克.布魯昂(Jacques Blouin)著; 王鵬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4591503 Information Design一看就懂的高效圖解溝通術: 企劃、簡報、資訊傳達、視覺設計，各種職場都通用的效率翻倍圖解技巧桐山岳寛著; 李秦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91510 低烹、嫩煎、醃漬、酥炸、燉煮，主廚特製增肌減脂雞胸肉料理荻野伸也著; 林美琪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690786 世界歷史三百故事. 第一輯 林梁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793 鬼谷學校. 1, 兵法班的插班生 郭文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861 鬼谷學校. 3, 顛倒八門陣 郭文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690922 偶像: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三屆龍圖騰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122 感動: 龍少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四屆龍圖騰文化編輯部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90139 天空的呼喚 曹文軒文; 秦修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46 柏林上空的傘 曹文軒文; 潘堅, 潘穎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53 第八號街燈 曹文軒文; 那圖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77 年獸來了 王進文; 柳壟沙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84 老鼠娶親 金玲, 劉煜文; 徐燦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191 九色鹿 楊小青文; 龔靜雅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07 愚公移山 吳邦俐文; 林俊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14 鷸蚌相爭 吳邦俐文; 徐兵圖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積木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龍少年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8

橘子文化



9789864990221 狐假虎威 李漫文; 張馳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38 葉公好龍 張曉東文; 王超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45 草船借箭 姚慧, 林俊杰文; 林俊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52 東郭先生和狼 魯藝文; 朱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69 女媧補天 唐松梅文; 馬雪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76 夸父追日 金玲, 劉煜文; 閻飛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83 后羿射日 李漫文; 朱杰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290 嫦娥奔月 吳興莉, 陳玲文; 徐燦圖 初版 精裝 1

9789864990337 盲人摸象 金玲, 劉煜文; 徐兵圖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21265 繽紛多彩的海洋世界 螢火蟲出版社, 成都地圖出版社編輯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272 妖怪學校的嚇人王 鄭宗弦文; 林傳宗圖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289 看圖猜成語. 原來如此篇 劉敬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296 看圖猜成語. 火眼金睛篇 劉敬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302 看圖猜成語. 出乎意料篇 劉敬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319 看圖猜成語. 奇思妙想篇 劉敬余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21326 不要欺負我 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333 我不會上當: 社交安全好重要 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340 我不讓你碰: 我的身體我做主 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357 陌生人請走開: 防拐防騙要當心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364 我不會走丟: 迷路走失我不怕 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371 遠離交通危險: 生命安全最珍貴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388 我不要受傷: 用電安全須注意 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401 記得緊急號碼: 急難救助有方法巧巧兔編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4521418 好聽的話這樣說 南林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1850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 五, 士林紅色.域外紅感裴毅然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72202 Shane Primary English Course. 2: Student's BookMark Chapman作 初版二刷 平裝 1

9789869252287 Excel student's book. 4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9252294 Excel work book. 4 Andrew Crosthwaite[作] 1st ed. 其他 1

9789869338141 My maths book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Sam Jenkinson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338165 My maths book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Sam Jenkinson1st ed. 平裝 第4冊 1

9789869338189 My maths book Written by Chris Redpath, Sam Jenkinson1st ed. 平裝 第6冊 1

9789869495639 My fundations phonics and writing bookBy Toby Shaw; Illustrated by Cecilia Hsu1st ed.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2

送存冊數共計：22

螢火蟲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獨立作家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學生閣



9789869495646 Rising stars written by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1冊 1

9789869495653 Rising stars written by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2冊 1

9789869495660 Rising stars written by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3冊 1

9789869495677 Rising stars written by Sam Jenkinson 1st ed. 平裝 第4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68777 巴菲特的繼承者們: 波克夏帝國20位成功CEO傳奇羅伯.邁爾斯(Robert P. Miles)著; 黃嘉斌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1708 會考英聽:一聽就懂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71715 高中英聽:一聽就懂 盧克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5471 沒有凶手的殺人夜 東野圭吾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15495 太空的六場葬禮 慕兒.拉佛提著; 林曉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303 螳螂 伊坂幸太郎著; 張筱森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310 樂園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9660327 樂園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9660334 樂園 宮部美幸著; 張秋明譯 二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660341 一人管樂社 初野晴著; 王華懋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358 安捷爾之蝶 遠田潤子著; 劉姿君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60365 怪人們 東野圭吾著; 李彥樺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42 十二年國教暨108課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胡憶蓓等編輯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28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兒童語言與兒童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十屆曾麗蓉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2635 多元升等教學實踐暨高教深耕研討會論文集. 2018鄭志文主編 平裝 2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9

靜宜大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寰宇知識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獨步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11

寰宇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靜宜大學多元升等專案辦公室

送存種數共計：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8419 同行: 黃敏哲個展 築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2

9789869628426 一處: 李宜亭個展 築空間編輯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502857 認識佛法 了解自己 一惠法師著 精裝 1

9789578502864 漢傳佛教雙譜對照梵唄樂譜傳承廣慈老和尚唱誦; 心舫法師譜曲初版 精裝 1

9789578502871 薛瑛女士紀念文集 吳清邁, 賴兆貞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0511 心鏡心境: 愉悅的力量 釋證嚴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9630535 過關: 實心.實做.好人生 釋證嚴著 再版 平裝 1

9789869630542 The path to awakening: teachings on the adapted verses of 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to enlightenmentShih Cheng Yen 平裝 1

9789869630559 靜思語. 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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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991132 樂理考試達人 學音工作室編輯排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745 慕元樓之愛: 嘉義老家的故事 張振翔原著; 張尚為整理 平裝 1

9789869581752 智永楷書必勝祕笈 吳鴻鵬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81769 歐陽詢楷書必勝祕笈 吳鴻鵬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55560 平易近人: 習近平的語言力量 陳錫喜主編 平裝 1

9789865755584 道無道 花非花. 上卷, 我讀<> 黃國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591 道無道 花非花. 下卷, 我釋<> 黃國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607 道無道 花非花 黃國榮著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5755614 最漫長的十四天: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口述實錄與記實陳慶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755621 東京審判親歷記 梅汝璈著; 梅小璈, 梅小侃整理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音工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蕙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龍岡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靜思人文

送存冊數共計：2

築空間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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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6143083 古音概說 [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著 初版 平裝 2

9789576143090 怎樣讀史書 許凌雲編著 初版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898670 烘焙職人 頂級吐司麵包全書 李宜融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694 我的日常幸福素食 梁瓊白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00 人氣巴黎風閃電泡芙 鄭清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17 人氣大師的實用糕點烘焙課 何國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5898724 新手入門蛋糕全書 藍筱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10816 指定科目考試各科試題詳解. 107年劉毅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13447 由新管理主義分析我國教育行政之變革與施為陳榮政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60636 全國商業管理與創新研討會暨競賽論文摘要集. 2018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編輯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690719 企業要注重現金流 劉裕濤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690726 特許連鎖業加盟合約 謝明威編著 增訂二版 平裝 1

9789863690733 經銷商管理實務 黃憲仁, 吳清南, 林建強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41554 Happy lion club. 1 editorial director Jacky Chen 1st ed. 其他 1

9789869341561 Happy lion club. 2 editorial director Jacky Chen 1st ed. 其他 1

機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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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華科大企管系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4

膳書房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學習

學海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橘園國際藝術策展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3

憲業企管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學獅教育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60127 規畫之外: 薛保琳個展. 2018 沈伯丞, 薛保琳撰文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2508 盛夏的孩子 親愛愛樂執行製作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5943 大阪.職人.酒食: 漫步大阪街區的59種美味江弘毅著; 鄭光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950 肉鬆大嬸OUT!腰腹臀腿緊實瘦身操: 40個燃脂動作x4組全身緊實操,強效減脂練出精實線條!楊昕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35967 鐵道迷也沒讀過的關西私鐵 深度踏查: 從企業、車輛到車站,探索5大私鐵的內涵與趣味黒田一樹著; 李青芬譯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880530 三國人物解碼 青燈下的古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592 英雄時代: 強盛的秦漢帝國 馬兆鋒編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639 紅樓人物解碼 青燈下的古佛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653 浴血帝國: 紛亂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馬兆鋒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3880660 浴血帝國: 紛亂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馬兆鋒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3880677 北國經典 莊裕光作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684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著 初版 平裝 上卷 1

9789863880691 史記的人生智慧 計正山著 平裝 1

9789863880707 中原珍藏 莊裕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714 渦河邊的老子 許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721 中國門窗.門卷 莊裕光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752 論語智慧 姚淦銘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769 影響中國文化的十大經典 王月清, 暴慶剛, 管國興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863880813 中國國寶建築: 東南精華 莊裕光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783 中國國寶建築: 塞外奇葩 莊裕光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3880790 博奕三國 吳閒雲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2200 快樂上學去 王元容作; 達志影像圖片; 黃淑華插圖 精裝 1

9789869642217 大自然的化裝舞會: 教師指引手冊陳淑蘭, 張涵易, 何佳芬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642224 奇妙的鏡子: 教師指引手冊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642231 有趣的繩子: 教師指引手冊 鄭明昀, 孫婉玲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642248 快樂上學去: 教師指引手冊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9789869642255 歡樂新年: 教師指引手冊 林巧蕓, 林玉菁課程設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橙實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龍圖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親愛愛樂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6

親親文化



9789869642262 橋 陳美玲, 何佳芬作; 達志影像圖片; 卓昆峰插圖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178997 超高頻!單字滿分攻略 樓安杰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2179000 月考王公民與社會. 1 劉瑞麟, 江瑞芳編著 八版 平裝 1

9789862179024 月考王公民與社會. 3 劉瑞麟, 江瑞芳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2179031 新國文閱讀百分百 王筱媛等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5790417 小學霸英漢彩圖辭典(中文簡體版) 平裝 1

9789865790530 哈囉!我的第一本漢語圖典: 25個情境單元+點讀漢語拼音(簡體中文版) 平裝 1

9789865790547 Look look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11596 1946:南共北、正分裂: 由<>看馬歇爾調處國共衝突之成敗關鍵蕭明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02 「從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到一般職場轉銜輔導工作手冊」的研發與實證吳明宜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19 抗衡或扈從: 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戰略的回應林詩凱, 廖坤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26 社會代議的崛起: 臺灣政治與社會的平行發展趙永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33 臺韓關係的發展: 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趙文志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5857 最新公司法修正解析: 會計師觀點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5568085 智慧人生100篇. 第2集 高偉雄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511 享受美好生活的9道練習 顧美芬作 初版 平裝 1

9789575568528 大漠飛沙: 撒哈拉沙漠宣教之旅黃光賜著 增訂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6023 史詩。哈農: 鋼琴即興練習練本陳俊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16030 鋼琴書: 獨奏曲集 陳俊宇作 第一版 其他 1

9789869416047 鋼琴書: 彈唱練習本 陳俊宇作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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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存冊數共計：6

橄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爵士大師音樂教育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學齡國際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翰蘆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7

送存冊數共計：7

龍騰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禪天下



9789869599719 佛陀成佛正法與超生命禪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8696068 曖昧期到此為止 巧絮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75 唯一目標吃到你 泠豹芝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82 滴血的晴天娃娃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099 櫃子裡的她們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105 慾望中毒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96112 慾望中毒 風夜昕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96129 三個願望的代價 水曼舞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136 求神的不正確姿勢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143 踏上她的死亡之旅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96150 牽掛百年の告白 笭菁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55104 兩岸現代企業組織戰略與公司治理、高級專案創新領導管理論文集歐吉虎等作 平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2985335 科學研究告訴你: 這樣動,不失智王思恒等作; 蔡佳安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120982 劉昌平先生紀念集 沈珮君主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85148 健康帶著走四部曲: 7個幸福方程式 養生一本就GO聯合報新聞部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181436 國際經營管理實務研討會. 2018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所)著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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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送存冊數共計：10

聯合通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合報系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邀月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嶺東科大國企系(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鴻林圖書



9789869412292 羽球規則型教學計分板 王忠茂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7800 漢魂字典 趙[]主編 初版 精裝 全套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9333 他是否尚在人間 馬克.吐溫著; 唐澄暐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340 神鬼交鋒: 有本事就來抓我呀 法蘭克.艾巴內爾(Frank Abagnale)作; 高紫文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357 黑手: 史上最致命的地下組織與神探間的史詩戰爭史蒂芬.塔爾帝(Stephan Talty)作; 李函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364 無人劇場 李承恩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39371 金銀島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作; 李函翻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7836519 體育與運動測驗信度考驗: 組內相關係數楊忠祥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17436 設計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楊靜主編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52773 AI成佛時代來臨 彌勒皇佛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1318 藏本瑜伽師地論新譯: 及 聖無著; 印度堪布勝友等藏譯; 鄔金智美堪布, 廖本聖譯平裝 1

9789869581325 大乘莊嚴經論 無著菩薩造; (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法師譯初版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95445 原諒自己 張鴻玉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麋研筆墨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環球科大設計學院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鍊珍堂資訊科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避風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2

賽斯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彌勒皇教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彌勒講堂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0850543 東亞文學場: 台灣、朝鮮、滿州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柳書琴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069 當代中文語法點全集 鄧守信主編 初版 平裝 2

9789570851199 不正常的人?: 台灣清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蔡友月, 陳嘉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05 台資銀行中國大陸債權確保實務: 法院判例81-110台資銀行大陸從業人員交流協會著; 富拉凱資本股份有限公司編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212 跟著怪咖物理學家一起闖入核子實驗室多田將著; 黃郁婷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36 黑土: 大屠殺為何發生?: 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Timothy Snyder著; 陳柏旭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50 生酮飲食讓孩子變聰明: 醣類DOWN,學習力UP!日本名醫教你提升孩童免疫力與專注力白澤卓二著; 謝素麗、林尉儒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67 亂世終結者司馬懿: 大陰謀家?國之柱石?真實歷史中的司馬懿!羅華彤, 陳虎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81 讓光照亮你的心 Andrea Raynor著; 王瑞徽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298 賴嘉綾的繪本報一報 賴嘉綾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304 連結力: 未來的版圖: 超級城市與全球供應鏈，創造新商業文明，翻轉你的世界觀Parag Khanna著; 吳國卿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311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0851311 當代中文課程: 教師手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570851328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5冊 1

9789570851328 當代中文課程: 課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策劃; 鄧守信主編初版 平裝 第5冊 2

9789570851335 黑人的靈魂 W. E. B. Du. Bois著; 何文敬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342 NASA9大太空任務: 一窺宇宙最真實探索實錄Nancy Atkinson著; 蔡承志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359 臺味: 從蕃薯糜到紅蟳米糕 陳靜宜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366 愛妻 董啟章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373 燈塔行 Virginia Woolf著; 宋德明譯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380 百年早餐史: 現代人最重要的晨間革命,可可、咖啡與糖霜編織而成的芬芳記憶Christian Grataloup著; 蔡孟貞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397 巨變的時代: 陳啟川先生傳 張守真, 楊玉姿撰文; 張重金繪圖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03 教學社會學 華勒(Willard Waller)著; 白亦方, 薛雅慈, 陳伯璋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27 感通與迴盪的世間: 文化交錯中的唐君毅哲學論探黃冠閔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434 形如莊子、心如莊子、大情學莊子: 從生手到專家之路蔡璧名著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441 香鼻頭 薛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58 希臘之道 Edith Hamilton著; 林耀福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65 讀畫解謎世界史: 120幅畫,隱藏改變全球經濟的24個關鍵事件宋炳建著; 林芳如譯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72 智慧之海,達賴喇嘛與當代科學家的對話丁一夫, 李江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89 原來都是愛 福智文化編輯群著; 林廉恩等繪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496 感冒救援部隊 蔡秀敏著; 施佳伶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502 羅塔和他的朋友們 蔡秀敏著; 吳怡蒨繪 初版 精裝 1

9789570851519 反民主: 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著; 劉維人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526 專門為中學生寫的程式語言設計: 強化邏輯思考力李家同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533 海權爭霸: 世界7大海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詹姆斯.史塔萊迪(James Stavridis)著; 譚天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557 千迴萬轉: 張愛玲學重探 林幸謙主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564 台灣歷史故事. 3: 開拓發展的時代(1732-1840)鄒敦怜故事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571 台灣歷史故事. 4: 外力衝擊的時代(1840-1895)洪志明故事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588 王子精靈法則: 陽明心學智慧記陳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595 野豬渡河 張貴興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625 大歷史: 跨越130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著; 拾已安, 王若馨譯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663 打開生命的16封信: 給自己一份成長的禮物孫效智等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670 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杜維明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0851687 從歷史的終點到民主的崩壞: 法蘭西斯.福山講座長風文教基金會編 初版 平裝 1

9789570851694 愛書人的神奇旅行: 在祕密圖書館窺探西方文豪奇聞軼事,享受一個人的閱讀時光奧立佛.泰爾(Oliver Tearle)著; 崔宏立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30910 妥瑞大小事之重版再來 薛常威, 吳國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089975 統測作文搶分攻略 陳淑玲,許君薇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78691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617314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歷史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二版 平裝 1

9789869617321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國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7338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數學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617345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公民與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六版 平裝 1

9789869617352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英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九版 平裝 1

9789869617369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數學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617376 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 自然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版 平裝 1

9789869617383 歷屆公立高中指考模擬試題解析. 生物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一版 平裝 1

978986961739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國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9789869630603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630603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自然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63061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630610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社會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三版 平裝 1

9789869630627 國學常識精鑰 薪橋編輯部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869630634 歷屆學科能力試題解析. 英文科薪橋編輯部編著 十六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4806 深淺讀古詩: 從漢魏到南北朝,十多位詩人的寂寞留言施逢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356500 探險家們的寫生簿: 70位探險家的冒險生平與探索世界的偉大熱情胡.路易斯-瓊斯(Huw Lewis-Jones), 卡麗.赫爾伯特(Kari Herbert)著; 堯嘉寧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6784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著;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2356746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著;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1冊 1

送存種數共計：43

送存冊數共計：48

聯新國際教育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聯樺文教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臉譜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薪橋

送存種數共計：14

送存冊數共計：16

點點語文工作室



9789862356753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著;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2冊 1

9789862356760 寶石之國 市川春子著; 謝仲庭譯 一版 平裝 第3冊 1

9789862356777 毒生物圖鑑: 36種不可思議但妳絕不想碰上的劇毒物種馬克.西德(Mark Siddall)著; 梅根.蓋文(Megan Gavin)繪; 陸維濃譯一版 精裝 1

9789862356791 文字部: 造字x用字x排字,14組世界頂尖字體設計師的字型課雪朱里, Graphic社編輯部編著; 蔡青雯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807 我在一樓急診室的人生: 現代醫學的邊境來信,一位人道救援醫師的自白與生命省思詹姆斯.馬斯卡利克(James Maskalyk)著; 呂奕欣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814 圈外編輯 都築響一作; 黃鴻硯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838 妳帶走的祕密 克蕾兒.道格拉斯(Claire Douglas)著;力耘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845 魔幻卡拉瓦. 2 史蒂芬妮.蓋柏(Stephanie Garber)著; 林欣璇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2356869 素人也能寫出好文章: 從動筆前的「思考準備」到下筆後的「冷靜修改」,誰都能寫好作文、報告、企畫書的32種練習!山口拓朗著; 劉格安譯 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876 專業之死 湯姆.尼可斯(Tom Nichols)著; 鄭煥昇譯一版 平裝 1

9789862356883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 來自台灣的委託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 劉麗真譯二版 平裝 1

9789862356906 外科醫生與瘋狂大腦決鬥的傳奇: 神經學奇案500年,世界最古怪病症的不思議之旅山姆.肯恩(Sam Kean)著; 吳莉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769504 出埃及記研讀. 二, 山上的六大啟示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上冊 1

9789866769511 出埃及記研讀. 二, 山上的六大啟示朱韜樞著 初版 精裝 下冊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5508 媽媽我睡不著 黃瑽寧作; Arthur H.繪圖; 陳東漢導演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515 小樂愛吃棒棒糖 黃瑽寧作; Arthur H.繪圖; 陳東漢導演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522 就只有這麼痛而已 黃瑽寧作; Arthur H.繪圖; 陳東漢導演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5539 我晚上睡覺穿尿布 黃瑽寧作; Arthur H.繪圖; 陳東漢導演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22707 傅作義麾下名將及著名戰役. 第二集源根作 平裝 1

9789869622714 傅作義麾下名將及著名戰役. 第二集(簡體字版)源根作 平裝 1

9789869622721 水中畫影. 四, 許昭彥攝影集 許昭彥著 平裝 1

9789869622745 漢語應用的文化人類學研究 李海霞主編 平裝 1

9789869622752 譯想天開: 一個詩人的翻譯實踐和翻譯觀歐陽昱著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6432910 勞工問題,有解嗎? 謝政達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轉向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獵海人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5

歸主

送存種數共計：5

送存冊數共計：5

藍海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藍海製作



9789864657186 萬寵富娘子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7933 娘子當寵 楠薔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7940 娘子當寵 楠薔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7957 閨秀多謀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7964 閨秀多謀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7971 閨秀多謀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7988 閨秀多謀 玲瓏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7995 千年不哭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008 財女不愁嫁 沈碧城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015 財女不愁嫁 沈碧城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022 財女不愁嫁 沈碧城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039 村醫家的小閨女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046 村醫家的小閨女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053 村醫家的小閨女 簡塵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060 姑娘處處有靠山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077 姑娘處處有靠山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084 姑娘處處有靠山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091 姑娘處處有靠山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107 姑娘處處有靠山 無霜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114 大人蹭飯日常 子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121 盛寵嬌妻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8138 盛寵嬌妻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8145 添財農家女 寧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152 王爺的良藥妻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169 王爺的良藥妻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176 王爺的良藥妻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183 王爺的良藥妻 曲清歌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190 糖寵嬌妻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206 糖寵嬌妻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213 糖寵嬌妻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220 糖寵嬌妻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237 糖寵嬌妻 逍遙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244 相府有喜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251 相府有喜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268 相府有喜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275 相府有喜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282 相府有喜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299 京城有嬌醫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305 錢拐醋王爺 孔薏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312 錢拐醋王爺 孔薏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329 錢拐醋王爺 孔薏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336 夜訪閨閣樂 梨雅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343 廚娘,朕餓了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350 廚娘,朕餓了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367 廚娘,朕餓了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374 廚娘,朕餓了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381 廚娘,朕餓了 水波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398 田園財妻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404 田園財妻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411 田園財妻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428 田園財妻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435 田園財妻 安妍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442 調香小娘子 艾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459 寶姑娘離宮後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466 奇才小娘子 蒔蘿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473 宮鬥不如寵妻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480 宮鬥不如寵妻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497 宮鬥不如寵妻 葉東籬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503 一品小農女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510 一品小農女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527 一品小農女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534 一品小農女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541 一品小農女 煙織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558 閨女有才又有財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565 閨女有才又有財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572 閨女有才又有財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589 閨女有才又有財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596 嬌娘灑糖日常 水初生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602 掌廚千金 米恩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619 楚楚嬌醫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626 楚楚嬌醫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633 楚楚嬌醫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640 楚楚嬌醫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657 楚楚嬌醫 澐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664 貴女後宅樂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671 貴女後宅樂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688 貴女後宅樂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695 貴女後宅樂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701 貴女後宅樂 月見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718 福妻糕照 簡瓔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725 醫妃嫁到 真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732 金山為聘妻為天 寄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749 嫁個薄倖容易嗎? 千尋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756 聚財小吃貨 陽光晴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763 貴命丫鬟 栩杍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770 貴命丫鬟 栩杍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787 貴命丫鬟 栩杍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794 貴命丫鬟 栩杍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800 受寵姨娘有點忙 簡薰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817 醜顏皇子妃 葉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8824 王爺他居心不良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831 王爺他居心不良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848 王爺他居心不良 百媚生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855 狀元家的珍寶妻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862 狀元家的珍寶妻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879 狀元家的珍寶妻 檀舟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886 養家小財迷 魚瓏著 初版 平裝 上冊 1

9789864658893 養家小財迷 魚瓏著 初版 平裝 下冊 1

9789864658909 妝娘 木梓華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916 妝娘 木梓華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923 妝娘 木梓華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930 庶女撩帝日常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8947 庶女撩帝日常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8954 庶女撩帝日常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8961 庶女撩帝日常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8978 庶女撩帝日常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8985 庶女撩帝日常 溫涼玉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8992 嬌娘馴夫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005 嬌娘馴夫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012 嬌娘馴夫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029 嬌娘馴夫 江心舟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036 寵妻冠天下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043 寵妻冠天下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050 寵妻冠天下 明槿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067 寄養嫡女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074 寄養嫡女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081 寄養嫡女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098 寄養嫡女 夏初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104 旺夫小醫娘 田芝蔓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111 契定媳婦兒 夢瑤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128 契定媳婦兒 夢瑤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135 契定媳婦兒 夢瑤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142 腹黑小倆口 金萱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159 侯門寵媳二三事 香彌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166 手拿鍋鏟打太子 風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173 侍寢一生願意嗎? 綠光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180 大人私心不可議 宋語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197 王妃帶刀入洞房 雷恩那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659203 點心姑娘奔富貴 九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210 點心姑娘奔富貴 九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227 點心姑娘奔富貴 九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234 點心姑娘奔富貴 九色著 初版 平裝 卷4 1



9789864659241 點心姑娘奔富貴 九色著 初版 平裝 卷5 1

9789864659258 點心姑娘奔富貴 九色著 初版 平裝 卷6 1

9789864659265 世子是隻紙老虎 楚嘉恩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272 世子是隻紙老虎 楚嘉恩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289 世子是隻紙老虎 楚嘉恩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296 福氣小酒娘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302 福氣小酒娘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319 福氣小酒娘 寒露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326 大人全聽姑娘的 秦米著 初版 平裝 卷1 1

9789864659333 大人全聽姑娘的 秦米著 初版 平裝 卷2 1

9789864659340 大人全聽姑娘的 秦米著 初版 平裝 卷3 1

9789864659371 小鹿吾妻 陳毓華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414722 靈魂原型卡: 探索靈魂的神聖契約卡洛琳.蜜絲(Caroline Myss), 彼得.歐奇歐葛羅索(Peter Occhiogrosso)著; 陳盈君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406889 大學義理疏解 岑溢成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8406896 中庸義理疏解 楊祖漢著 修訂再版 平裝 1

9789869547413 論語義理疏解 王邦雄, 曾昭旭, 楊祖漢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202 不失記憶的藏庫密碼 何豐名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9096102 財務軟體應用: Excel全方位引導張大成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119 合作或合併: 日本跨域治理機制的變遷陳建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126 簡明經濟學 許登芳, 廖冠傑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140 專案管理: 以系統手法管理專案曾清枝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157 管理心理學 賴惠德, 楊惠雯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164 總體經濟學 賴景昌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9096188 行銷管理: 創新與挑戰 張國雄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9096195 活著離開 林金宏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9096201 人力資源管理: 理論與實務 林燦螢, 鄭瀛川, 王美玲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9096218 財務風險管理: 工具、衡量與未來發展陳達新, 周恆志作 四版 平裝 1

9789579096225 社會工作督導: 理論與實務工作手冊游美貴等合著; 游美貴主編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豐群生技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雙葉書廊

送存種數共計：57

送存冊數共計：144

豐富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鵝湖月刊社



9789579096232 國際貿易: 理論與政策 劉碧珍, 陳添枝, 翁永和[作] 五版 平裝 1

9789579096249 運用反思性遊戲式學習於大學資訊科系理論課程教學設計與研究楊孟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256 人權: 社會心理學觀點 王叢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9096270 傳播研究方法新論 蘇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5208 後數位時代媒體設計之應用: 網路媒體、企業識別系統、動畫遊戲、行動應用設計許有麟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014992 達文西手術擴大外科視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26 肥胖可能是致癌第一因素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33 達文西手臂機器人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379540 化學治療與頭髮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52 保健食品有效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9789869444576 癌症標靶藥物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編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33733 戲棚腳: 林茂賢臺灣傳統戲曲選集林茂賢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333740 大廟埕: 林茂賢臺灣民俗選集 林茂賢作 平裝 1

9789869333771 大廟埕戲棚腳 林茂賢作 初版 平裝 全套 1

9789869333788 臺灣民俗學青年論集. 二 黃美英等作; 温宗翰, 洪瑩發, 楊玉君主編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901289 臺灣食品安全監管法制與問題研究李忠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901289 臺灣食品安全監管法制與問題研究李忠穎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5648 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 崑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655 上流兒童 吳曉樂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662 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 崑崙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545679 診間裡的女人: 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人生的出口林靜儀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4

鏡文學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繪虹企業

送存種數共計：6

送存冊數共計：6

豐饒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麗文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5

送存冊數共計：15

藏墨數位藝術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85934 Yuri!!! on ICE最終研究 長谷津鄉親後援會台灣分部編著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237 超冰爽！每日C鮮果冰沙 鄭穎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251 100%幸福無添加!肥丁手作點心肥丁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268 減脂增肌輕沙拉 : 吃了就會一直瘦！薩巴蒂娜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275 就是愛餡!麵包控的106道美味餡料食譜岩崎啓子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24299 怎麼搭都可愛!手作別針小布偶伸昭錦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05 血管壽命決定你的健康 胡大一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12 東京喰種:re最終研究: Q's極秘搜查報告佐藤廣野編著; 林慧美翻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36 天使媽媽的創意幸福手工皂 天使媽媽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50 犯罪心理檔案. 第四季 剛雪印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67 刀劍神域最終研究: 超解讀 虛擬世界的秘密嚮往在虛擬世界開無雙會編著; 鍾明秀翻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9652674 羅比媽的全天然營養寶寶副食品羅比媽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43405 超實用的機縫生活小物 黃思靜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412 經典時尚口金包 [藝風堂出版社]編輯部編企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429 潘妮的拼布編織生活手作 潘妤瑩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43436 神奇熱縮片的超萌手作 黃于珊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76297 霧峰向日葵家園: 海洋生態與環境教育特展成果報告合訂本. 2018年度林豐隆作 初版 其他 1

9789869671200 霧峰向日葵家園成長花絮與融合教育林豐隆等作 初版 平裝 1

9789869671217 霧峰向日葵家園. 2018: 銀髮族、幼兒園、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研習活動成果報告林豐隆, 林潔珍, 林立君作 初版 其他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3811 觀內相外: 御聖宮伽藍菩薩法語選輯沈旭凱, 許家瑞, 蘇芋菁合著 初版 平裝 5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3940265 動物解剖生理學 楊錫坤編著 第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2822098 陳澄波全集. 第六卷.個人史料. I蕭瓊瑞總主編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173 臺灣美術全集. 第35卷, 何肇衢蕭瓊瑞著 初版 精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術家

送存種數共計：3

送存冊數共計：3

霧峰御聖宮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5

藝軒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藝風堂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霧峰向日葵家園



9789862822180 臺灣美術全集. 第36卷, 廖修平廖仁義著 初版 精裝 1

9789862822203 魯東: 象徵主義代表畫家 何政廣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576723988 張大千vs.梅竹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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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8815575 專業性法語外語教學之研究: 以行動任務型教學法執行法語餐旅美食教學為例盧安琪著 平裝 2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4403 淨土念佛真實義 寶淨行者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061242 研之有物: 穿越古今!中研院的25堂人文公開課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編輯群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59 被剝削的童年: 如何面對自戀型父母,修復童年創傷,迎向新生妮娜.布朗(Nina W. Brown)著; 郭庭瑄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66 病床上的選擇權: 一個年輕醫師對生命與人性的誠實反思穆琳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73 不讓你孤單: 破解亞斯伯格症孩子的固著性與社交困難王意中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80 如此人生 林立青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297 烈火. 1982-1992 傑克.紀伯特(Jack Gilbert)著; 陳育虹譯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03 好女人受的傷最重: 精神科醫師教妳立下界線,智慧突圍賴奕菁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061310 把時間留給自己: 失智症權威醫師的自在熟齡指南劉秀枝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04505 臺灣精雕藝術壺寶: 嚴國章雕刻茶壺工藝嚴凰城總編輯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49615 彌勒會元寶卷: 闡義暨註釋本. 卷二彌勒祖師原著; 玄陽子闡義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68035 詩僧與醫僧 自得法師作 初版 精裝 2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藝術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飄然山莊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華山寶山禪寺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寶瓶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8

送存冊數共計：8

嚴凰城壺雕創作室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藝騋圖書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寶竺林精舍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0709 神劇 默涵穆克塔(Mohamukta)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38609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幼兒教育: 月亮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16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幼兒教育: 太陽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23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幼兒教育: 星星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30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師資認證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47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1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54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2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61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3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78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4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85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5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8692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6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9200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7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9217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8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9224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9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9231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10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9248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11張文光作 平裝 1

9789869639255 響地音樂爵士鼓教育系統. LEVEL 12張文光作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8953130 臺灣小說與新電影的研究及教學林積萍著 初版 平裝 2

9789868953154 臺灣作家全集編輯出版研究 汪淑珍著 初版 平裝 3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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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8612112 這是一本保險票據關鍵實務 商腦筋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129 財產法爭點地圖 賴川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136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植憲編著 十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12143 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解題書 高宇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150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周易, 法夫子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198 這是一本行政學解題書 許多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204 我決定告訴你: 顧及然的生命思維顧及然編著 初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6

送存冊數共計：16

讀冊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2

送存冊數共計：5

讀享數位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2

覺愛瑜珈村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響地音樂



9789578612211 這是一本現行考銓制度與公務員法解題書良文, 育成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228 紀綱的刑法總則解題書 紀綱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235 憲法解題改念操作 植憲編著 十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12242 就是這本強制執行法體系+解題書黃韜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259 鬼仔神 飲馬人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578612266 就是這本民法債編體系+解題書阿翔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273 這是一本都市更新法典 蘇煜瑄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280 營業秘密管理體系之創建 吳毅勛等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297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七版 平裝 上冊 1

9789578612303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 植憲編著 七版 平裝 下冊 1

9789578612310 這是一本刑法選擇題 周易編著 三版 平裝 1

9789578612327 這是一本警察勤務選擇題 謝安, 勇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334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進階篇薏偉編著 五版 平裝 1

9789578612341 民法概要 蔡志雄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358 這是一本警察學選擇題 謝安, 進學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365 好真!模擬考 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372 2018好真!警察情境實務考前速猜謝安, 張旭編著 一版 平裝 1

9789578612389 這是一本物權法解題書 路易編著 四版 平裝 1

9789578612402 這是一本刑法關鍵實務 周易編著 二版 平裝 1

9789578612419 這是一本票據法解題書 米奇編著 二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530762 最受歡迎12星座愛情大PK 六分儀編著 [初版] 其他 1

9789864530779 公關經理「菁英培訓版」 讀品企研所編譯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786 專屬A型人的血型星座大解析米蘭達編著 初版 平裝 1

9789864530793 職場不NG: 除了裝傻,還得裝明白彭少軒編著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69009 藍屋: 透過光線、頻率和聲音所建造起的橋樑體驗未來茵格特.瑪麗亞.格雷夫(Irmgard Maria Graf)著; 徐萍譯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4451746 永無島的旋律: 金車奇幻小說獎傑作選黃致中等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484 看見野性印度 張隆盛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83 無聲的催眠 詹佳鑫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590 情迷大溪地 周芬娜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606 流浪仙 馬晨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613 䒌靘處細雪飄落 葉含氤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620 海外的鱗爪 徐訏著 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28

送存冊數共計：29

讀品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4

送存冊數共計：4

顯達行銷顧問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釀出版



9789864452668 歡迎光臨愛貓社區 金絲眼鏡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675 白鳳凰 紫紋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682 婕詩派 秀實著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05 守護之心神 台嶼符紋籙作 一版 平裝 1

9789864452712 尋訪歐洲名人的蹤跡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著 一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306560 職涯升學規劃與心靈對談 賀冠群, 廖勇誠, 小林鈺作 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229227 許歷農的大是大非 紀欣著 增訂初版 平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677301 李仁嵋陶藝創作專輯 李仁嵋作 精裝 1

機構簡稱：

ISBN 書名 作者 版次 裝訂 冊次 數量

9789869512329 發現.愛. 2 游智婷總編輯 第一版 平裝 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讚美之泉視聽文化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送存單位總數：1321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察雜誌社

送存種數共計：1

送存冊數共計：1

觀窯陶藝工坊

送存種數共計：12

送存冊數共計：12

鑫富樂文教


